
cnn10 2022-03-14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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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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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ross 3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4 act 7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5 actually 3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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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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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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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head 2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0 aire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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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exander 2 [,ælig'za:ndə] n.亚历山大（男子名）

12 a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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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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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5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6 always 3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7 a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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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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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ms 1 n. 航空材料的技术规格

21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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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d 4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4 Anglo 1 ['æŋgləu] n.英国人

25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
26 announced 3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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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tarctica 2 [ænt'ɑ:ktikə] n.南极洲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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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31 approaches 1 英 [ə'prəʊtʃ] 美 [ə'proʊtʃ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 n. 途径；方法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路径；
进场着陆；相似的事物

32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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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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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36 artem 2 阿提姆

37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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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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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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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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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42 back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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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aseball 1 ['beisbɔ:l] n.棒球；棒球运动

44 basis 1 ['beisis] n.基础；底部；主要成分；基本原则或原理

45 basketball 1 ['bɑ:skitbɔ:l, 'bæs-] n.篮球；篮球运动

46 bathrooms 1 n. 浴室；盥洗室（bathroom的复数）

47 batteries 1 ['bætərɪz] n.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.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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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50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5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2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53 bedrooms 1 n. 卧室（bedroom的复数）；火车卧铺单间

54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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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57 begin 4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58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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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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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62 benjamin 1 ['bendʒəmin] n.本杰明（男子名）；受宠爱的幼子

63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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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order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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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5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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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Bucks 1 [bʌks] n.雄鹿队（篮球队名）；巴克斯（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郡名）

68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69 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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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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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alder 2 ['kɔ:ldə] n.考尔德（姓氏）

72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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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anceled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
74 cancellations 1 [kænsə'leɪʃnz] 消失矩

75 candles 1 ['kændl] n. 蜡烛；烛形物 vt. 对光检查

76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77 capit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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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apitol 1 ['kæpitəl] n.美国国会大厦；（美国）州议会大厦

7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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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82 change 1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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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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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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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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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class 2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89 classes 4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90 classmates 3 [k'lɑːsmeɪts] 同班同学

91 clip 5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92 clock 1 [klɔk] n.时钟；计时器 vt.记录；记时 vi.打卡；记录时间 n.(Clock)人名；(英)克洛克

93 clocks 6 英 [klɒk] 美 [klɑːk] n. 时钟 v. 计时；打卡

94 closed 3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95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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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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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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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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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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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nnected 2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03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104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

105 consumption 1 [kən'sʌmpʃən] n.消费；消耗；肺痨

106 contagious 1 [kən'teidʒəs] adj.感染性的；会蔓延的

107 continue 2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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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9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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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ontroversies 1 英 ['kɒntrəvɜːsɪ] 美 ['kɒntrə̩ vɜːsɪ] n. 争议；(公开的)争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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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orner 1 ['kɔ:nə] n.角落，拐角处；地区，偏僻处；困境，窘境 vi.囤积；相交成角 vt.垄断；迫至一隅；使陷入绝境；把…难住 n.
(Corner)人名；(法)科尔内；(英)科纳

114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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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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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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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119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120 covid 8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21 crew 1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
122 criticisms 1 [k'rɪtɪsɪzəmz] 批评

123 crow 1 [krəu] vi.啼叫；报晓 n.[鸟]乌鸦；鸡鸣；撬棍

124 crushed 1 [krʌʃt] adj. 压碎的；碾碎的；起皱的 动词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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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27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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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daylight 9 ['deilait] n.白天；日光；黎明；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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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31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132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133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134 dee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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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lightful 1 adj.可爱的，可喜的；讨人喜欢的；令人愉快的

136 detector 1 n.探测器；检测器；发现者；侦察器

137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38 did 4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39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40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141 different 4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42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143 disease 5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44 Disneyland 1 ['dɪznɪlænd] n. 迪斯尼乐园

145 disruptions 1 n.中断( disruption的名词复数 ); 分裂; 瓦解; 破坏

146 distance 2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47 do 4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148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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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domino 2 ['dɔminəu] n.多米诺骨牌；面具；化装外衣 n.(Domino)人名；(英、意、法、德、波)多米诺

151 d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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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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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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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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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ffects 2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57 eight 2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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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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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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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nd 7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62 endurance 2 [in'djuərəns] n.忍耐力；忍耐；持久；耐久

163 ernest 1 ['ə:nist] n.欧内斯特（男子名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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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essay 1 ['esei, e'sei] n.散文；试图；随笔 vt.尝试；对…做试验

166 established 2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167 establishment 1 [i'stæbliʃmənt] n.确立，制定；公司；设施

16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9 ev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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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71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172 exceptions 1 [ɪk'sepʃənz] n.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.

173 exile 1 ['egzail, 'eksail] n.流放，充军；放逐，被放逐者；流犯 vt.放逐，流放；使背井离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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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expedition 1 [,ekspi'diʃən] n.远征；探险队；迅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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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xplorer 1 n.探险家；勘探者；探测器；[医]探针

177 explorers 1 [ɪk'splɔ:rəz] n. 探险家；探索者，探测者；集合对象（explorer的复数形式）

178 extending 1 [ɪk'stendɪŋ] n. 伸长 动词extend的现在分词.

179 extra 2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80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181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82 fall 3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183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184 familiar 1 [fə'miljə] adj.熟悉的；常见的；亲近的 n.常客；密友 n.(Familiar)人名；(西)法米利亚尔

185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186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187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88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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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fidgeting 1 ['fɪdʒɪt] vt. 使坐立不安 vi. 坐立不安 n. 烦躁；烦躁之人

191 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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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93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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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led 5 [fled] v.逃走（flee的过去分词）；消逝

195 floors 1 英 [flɔː (r)] 美 [flɔː r] n. 地面；地板；楼层；底部 vt. 铺地板；击倒；(油门)踩到底

196 flu 1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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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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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forth 1 [fɔ:θ] adv.向前，向外；自…以后 n.(Forth)人名；(德)福特；(英)福思

201 forwar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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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Franklin 2 ['fræŋklin] n.富兰克林（男子名）；富兰克林（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北部分区）

203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204 frigid 1 ['fridʒid] adj.寒冷的，严寒的；冷淡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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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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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08 generation 2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209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10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11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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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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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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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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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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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gr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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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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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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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220 had 2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221 half 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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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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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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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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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Hawaii 2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227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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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29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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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el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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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233 helping 3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34 he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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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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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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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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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his 6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40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41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242 hms 1 [,eitʃ em 'es] abbr.英国政府公务（Her/HisMajesty'sService）；皇家海军舰艇（Her/HisMajesty'sShip）

243 hockey 1 ['hɔki] n.曲棍球；冰球 n.(Hockey)人名；(英)霍基

244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245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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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homeland 1 ['həumlænd] n.祖国；故乡

247 honestly 1 ['ɔnistli] adv.真诚地；公正地

248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249 horizon 1 [hə'raizən] n.[天]地平线；视野；眼界；范围

250 hour 7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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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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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255 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256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257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8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59 illuminating 1 [i'lju:mineitiŋ] adj.照亮的，照明的；启蒙的，有启发性的 v.照明，阐释（illuminat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60 immunity 1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261 imp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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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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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263 in 4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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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4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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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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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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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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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Irish 1 ['aiəriʃ] adj.爱尔兰的；爱尔兰人的 n.爱尔兰人；爱尔兰语；爱尔兰

270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71 i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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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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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74 Ivan 1 ['aivən] n.伊凡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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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jennifer 1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
277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278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279 ju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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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kids 2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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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l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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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landlubber 1 ['lænd,lʌbə] n.新水手；不习惯航海的人

284 last 2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285 late 2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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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288 league 3 [li:g] n.联盟；社团；范畴 vt.使…结盟；与…联合 vi.团结；结盟 n.(League)人名；(英)利格

289 leana 1 n. 丽亚娜

290 learning 7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91 legible 1 ['ledʒəbl] adj.清晰的；易读的；易辨认的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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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lesson 1 ['lesən] n.教训；课 vt.教训；上课

294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95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96 lifted 1 [lɪft] vt. 举起；运送；偷窃；升高；还清；取消 vi. 提升 n. 举起；提升；电梯；搭便车；帮助；载货量；扒窃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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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lighthouses 1 n.灯塔( lighthouse的名词复数 )

299 lik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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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lines 2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301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302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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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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305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306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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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losses 1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
309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310 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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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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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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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madness 1 ['mædnis] n.疯狂；愚蠢的行为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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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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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makeshift 1 ['meikʃift] n.权宜之计；凑合；临时措施；将就 adj.临时的；权宜之计的；凑合的

318 mandates 1 ['mændeɪt] n. 命令；指令；要求；授权 v. 把(某一地区)置于委任管理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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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mapped 1 ['mæpt] 动词m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321 march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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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maritime 1 ['mæritaim] adj.海的；海事的；沿海的；海员的

323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324 masks 2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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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327 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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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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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330 mental 2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331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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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metropolitan 1 [,metrə'pɔlitən] adj.大都市的；大主教辖区的；宗主国的 n.大城市人；大主教；宗主国的公民

334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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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milder 1 [maɪld] adj. 温和的；柔和的；宽大的；清淡的

337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38 Minnesota 2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339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340 Moldova 1 [mɔl'dɔ:və] n.摩尔多瓦（罗马尼亚一地区）

341 Moldovan 1 n.摩尔多瓦人；摩尔多瓦语；摩尔多万（姓氏） adj.摩尔多瓦的

342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43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44 mood 1 [mu:d] n.情绪，语气；心境；气氛 n.(Mood)人名；(英)穆德；(瑞典)莫德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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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morning 2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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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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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moth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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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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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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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352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53 mutation 1 [mju:'teiʃən] n.[遗]突变；变化；元音变化

354 my 3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355 nadia 2 n. 纳迪亚; 纳迪娅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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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nam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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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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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360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61 nautical 2 ['nɔ:tikəl] adj.航海的，海上的；船员的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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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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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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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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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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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9 nest 1 [nest] n.巢，窝；安乐窝；温床 vt.筑巢；嵌套 vi.筑巢；找鸟巢 n.(Nest)人名；(德)内丝特；(英)内丝特(女子教名Agnes威尔
士语的昵称)

370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7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72 nex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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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374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375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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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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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
380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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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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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oasis 1 [əu'eisis, 'əuəsis] n.绿洲；舒适的地方；令人宽慰的事物 n.(Oasis)人名；(英)奥西斯

384 observe 1 vt.庆祝 vt.观察；遵守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 vi.观察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

385 Odessa 1 敖德萨（俄罗斯港市；美国德克萨斯州西部城市)

386 of 4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87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388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389 omicron 1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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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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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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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online 7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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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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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ordeal 1 [ɔ:'di:l, 'ɔ:di:l] n.折磨；严酷的考验；痛苦的经验

396 orders 1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397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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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400 our 7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01 out 2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402 outbreaks 1 暴发

403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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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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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paces 1 [peɪs] n. 速度；步伐；(一)步 v. 踱步；(用步)测；(马)溜蹄走 prep. 用在人名前(礼貌的表达不同意见)

406 pandemic 6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407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408 participate 1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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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pavlenko 2 甫连科,是前苏联制造的教练舰

411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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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persist 1 [pə'sist, -'zist] vi.存留，坚持；持续，固执 vt.坚持说，反复说

414 pH 3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415 photographed 1 英 ['fəʊtəɡrɑ fː] 美 ['foʊtəɡræf] n. 相片 vi. 拍照，摄影；被照相 vt. 给 ... 照相

416 pittsgrove 1 [地名] [美国] 皮茨格罗夫

417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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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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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Poland 1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
421 prefer 1 [pri'fə:] vt.更喜欢；宁愿；提出；提升 vi.喜欢；愿意

422 preserved 1 [pri'zə:vd] adj.保藏的；腌制的；喝醉的 n.(Preserved)人名；(英)普里泽夫德

423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424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425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26 races 1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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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reconnect 1 [ˌriː kə'nekt] v. 使再接合；重新连接

429 reconnecting 1 v.再供应（水电等），再接通（电话）( reconnect的现在分词 )

430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431 refugees 1 难民

432 regained 1 [rɪ'ɡeɪn] v. 恢复；重回；复得

433 relying 1 [rɪ'laɪ] vi. 依靠；信任

434 remote 3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435 rent 1 [rent] n.租金 vt.出租；租用；租借 vi.租；出租 n.(Rent)人名；(瑞典)伦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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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6 renters 1 n.承租人; 佃户; 出租人; 地主（rente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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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439 resting 1 ['restiŋ] adj.静止的；休眠的 v.休息（rest的ing形式）

440 restriction 1 [ri'strikʃən] n.限制；约束；束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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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right 3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443 ripple 1 ['ripl] n.波纹；涟漪；[物]涟波 vi.起潺潺声 vt.在…上形成波痕 n.(Ripple)人名；(英)里普尔

444 rippling 1 ['ripliŋ] adj.潺潺流水般声音的；起涟漪的 v.使起涟漪；呈波状起伏（ripple的ing形式）

445 routine 1 [ru:'ti:n] n.[计]程序；日常工作；例行公事 adj.日常的；例行的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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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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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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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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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ailors 1 ['seɪləz] 海员

452 salary 1 ['sæləri] vt.给...加薪；给...薪水 n.薪水
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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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sav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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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saving 4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456 savings 1 ['seiviŋz] n.储蓄；存款；救助；节省物（saving的复数形式）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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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59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460 school 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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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schoolteacher 1 ['sku:l,ti:tʃə] n.教师

463 scores 1 英 [skɔː (r)] 美 [skɔː ] vt. 得分；获胜；刻划；划线；批评；给 ... 谱曲 n. 得分；刻痕；二十；乐谱 vi. 得分；记分；得胜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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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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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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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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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s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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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s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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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472 severity 1 [si'veriti] n.严重；严格；猛烈

473 Shackleton 2 ['ʃækltən] n.沙克尔顿（英国南极探险家）

474 she 3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话·威妥玛)

475 shi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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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76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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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7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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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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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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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81 shutdowns 2 n.关闭，倒闭( shutdown的名词复数 )

482 shutting 1 ['ʃʌtɪŋ] n. 关闭；封锁；停业 动词shu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83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484 signaled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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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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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sleep 2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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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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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491 snow 1 [snəu] n.雪，积雪；下雪 vi.降雪 vt.使纷纷落下；使变白 n.(Snow)人名；(英)斯诺

492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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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soaring 1 ['sɔ:riŋ] adj.翱翔的；高耸的；猛增的 v.高耸（soa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高飞；猛增

494 solar 1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
495 some 3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496 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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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499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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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1 spre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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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spring 4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503 standard 4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504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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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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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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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stay 3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509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510 steady 1 ['stedi] adj.稳定的；不变的；沉着的 vi.稳固 vt.使稳定；稳固；使坚定 adv.稳定地；稳固地 n.关系固定的情侣；固定支
架

511 sticking 1 ['stikiŋ] adj.粘的；有粘性的 n.粘辊；附着；坚持性 v.粘住，坚持（stick的ing形式）

512 st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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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stock 1 n.股份，股票；库存；血统；树干；家畜 adj.存货的，常备的；平凡的 vt.进货；备有；装把手于… vi.囤积；办货；出
新芽 n.(Stock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施托克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斯托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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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stretched 1 [st'retʃt] 拉伸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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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students 10 [st'juːdnts] 学生

518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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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9 subti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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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succeed 1 [sək'si:d] vi.成功；继承；继任；兴旺 vt.继承；接替；继…之后

521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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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524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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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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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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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suspended 2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530 swings 1 [swɪŋ] n. 摇摆；改变；冲力；秋千 v. 摇摆；旋转；动摇

53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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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teacher 4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534 teachers 3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535 teaches 2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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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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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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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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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42 that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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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the 8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44 their 9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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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theme 1 [θi:m] n.主题；主旋律；题目 adj.以奇想主题布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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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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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these 7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50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51 thi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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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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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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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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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though 5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558 throu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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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560 tim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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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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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Timor 2 ['ti:mɔ:; 'tai-; ti'mɔ:] n.帝汶岛（马来群岛中的一座岛屿）

563 to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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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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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普通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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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66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67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568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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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trapped 1 [træpt] adj. 陷入困境的；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71 traveled 1 ['trævəld] adj.富有旅行经验的；旅客多的；旅客使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过去分词）

572 treater 1 [triː tə] n. 处理器；精制器；谈判者

573 trick 1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57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75 tr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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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577 turnout 1 n.产量；出席者；参加人数；出动；清除；[公路]岔道

578 two 7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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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Ukrainian 8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581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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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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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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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us 4 pron.我们

586 use 2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587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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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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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vide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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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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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594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
595 virtual 1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596 visible 1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
597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598 voice 2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599 voter 1 ['vəutə] n.选举人，投票人；有投票权者

600 wakes 1 [weɪk] v. 醒来；唤醒；意识到 n. 航迹；守夜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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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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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604 wartime 1 ['wɔ:taim] n.战时

605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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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608 Watson 6 n.沃森（姓氏）；华生

609 waves 2 [weivz] n.[物][军]波（wave的复数形式） v.波动；起伏（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挥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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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0 we 11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611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612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13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614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6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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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6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6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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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wheel 1 [hwi:l] n.车轮；方向盘；转动 vt.转动；使变换方向；给…装轮子 vi.旋转；突然转变方向；盘旋飞行

6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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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0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6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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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2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623 why 4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24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625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626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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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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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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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9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30 Woods 2 [wudz] n.[林]树林；森林；木头（wood的复数） v.供以木材；用森林覆盖（woo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Woods)人名；
(英、葡)伍兹

631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632 world 7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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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4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635 yeah 1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
636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37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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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9 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40 your 7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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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2 Zhdanov 2 日丹诺夫 n.(Zhdanov)人名；(俄)日丹诺夫

6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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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4 zones 1 英 [zəʊn] 美 [zoʊn] n. 地域；地带；地区

645 zoom 2 n.急速上升；嗡嗡声；[摄]变焦摄影 vi.急速上升；摄像机移动 vt.使摄像机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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