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3-17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0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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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it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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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to 33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5 and 2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that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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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5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8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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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was 1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 a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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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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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 they 1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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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not 1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 hav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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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hi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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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tim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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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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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en 10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2 by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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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cnn 10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24 moos 10 [mu ]ː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
25 when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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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athedral 9 [kə'θi:drəl] n.大教堂

27 fi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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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so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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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wi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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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dame 8 [deim] n.夫人；年长妇女 n.(Dame)人名；(法)达姆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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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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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notre 8 adj.（法）我们的

34 record 8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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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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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on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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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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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ha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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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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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mo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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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ms 6 abbr.毫秒（millisecond）；手稿（manuscript）；女士（Ms.）；蒙塞拉特岛（Montserrat）；微软公司（Microsoft）；军标
（MilitaryStandard）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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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throug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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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45 world 6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6 almost 5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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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id 5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49 fire 5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50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51 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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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plac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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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spire 5 ['spaiə] n.[建]尖顶；尖塔；螺旋 vi.螺旋形上升 vt.给…加塔尖 n.(Spire)人名；(德)施皮雷；(法)斯皮尔

54 structure 5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55 tak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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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where 5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57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8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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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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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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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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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 bill 4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63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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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aylight 4 ['deilait] n.白天；日光；黎明；公开

65 found 4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66 Guinness 4 ['ginis] n.吉尼斯黑啤酒（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）

67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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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here 4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69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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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lo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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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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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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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75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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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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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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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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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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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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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80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81 three 4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82 took 4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83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84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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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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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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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88 ago 3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89 ahe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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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1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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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93 back 3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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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bell 3 [bel] n.铃，钟；钟声，铃声；钟状物 vt.装钟于，系铃于 vi.鸣钟；成钟状鼓起

96 bi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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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8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99 character 3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
100 chocolate 3 ['tʃɔkəlit] n.巧克力，巧克力糖；巧克力色 adj.巧克力色的；巧克力口味的 n.(Chocolate)人名；(葡)绍科拉特

101 civi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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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llapsed 3 [kə'læpzd] adj. 倒塌的

103 construction 3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
104 each 3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05 general 3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06 harder 3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107 hours 3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08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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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Jeanne 3 [dʒi:n] n.珍妮（女子名，等于Joanna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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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la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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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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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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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permanent 3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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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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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stacking 3 ['stækiŋ] n.[交]堆垛 v.堆叠，堆积（stack的ing形式）

119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20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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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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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 tr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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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vaulted 3 ['vɔ:ltid] adj.拱形的；圆顶的 v.做成拱形；撑杆跳跃（vault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24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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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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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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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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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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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30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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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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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nnandale 2 n. 安嫩代尔(在澳大利亚；东经 148º18' 南纬 21º57')；安南达尔(弗吉尼亚东北部一城市；是亚历山大和华盛顿特区
的郊区。人口50975)

134 archaeologists 2 n.考古学家( archaeologist的名词复数 )

135 arms 2 [a:mz] n.臂（arm的复数）；[军]武器；纹章 v.武装；配备（arm的三单形式） n.(Arms)人名；(英)阿姆斯

136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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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bye 2 [bai] int.再见 n.轮空；次要的东西 adj.次要的 n.(Bye)人名；(挪)比埃；(中)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英)拜伊；(瑞典)比耶

139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40 ceiling 2 ['si:liŋ] n.天花板；上限

141 centuries 2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
142 charge 2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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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locks 2 英 [klɒk] 美 [klɑːk] n. 时钟 v. 计时；打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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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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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rown 2 [kraun] n.王冠；花冠；王权；顶点 vt.加冕；居…之顶；表彰；使圆满完成 n.(Crown)人名；(英)克朗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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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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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eit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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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electricity 2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152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3 fal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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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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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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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floor 2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
157 folks 2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158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59 French 2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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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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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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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Gothic 2 ['gɔθik] adj.哥特式的；野蛮的 n.哥特式

164 holder 2 ['həuldə] n.持有人；所有人；固定器；（台、架等）支持物 n.(Holder)人名；(英、罗、瑞典、德)霍尔德

165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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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67 iconic 2 [ai'kɔnik] adj.图标的，形象的

168 idiot 2 ['idiət] n.笨蛋，傻瓜；白痴

169 jean 2 [dʒi:n, dʒein] n.牛仔裤；[纺]斜纹棉布

170 kind 2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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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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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74 Louis 2 ['lu:i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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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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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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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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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80 Napoleon 2 [nə'pəuliən] n.拿破仑

181 nave 2 [neiv] n.（教堂的）中殿；（铁路车站等建筑的）中央广场；车轮的中心部 n.(Nave)人名；(德、意、西、葡)纳韦；(英)
内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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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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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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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ractice 2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187 previous 2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188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89 reason 2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190 reconstruction 2 [,ri:kən'strʌkʃən] n.再建，重建；改造；复兴

191 relics 2 ['relɪks] n. 遗物；遗迹 名词relic的复数形式.

192 renovations 2 n.革新（renovation的复数）; 翻新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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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restored 2 [rɪ'stɔː d] adj. 恢复的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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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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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enate 2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199 senat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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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01 sponsored 2 ['spɔnsəd] adj.赞助的；发起的 v.赞助（sponsor的过去分词）；发起

202 stack 2 [stæk] n.堆；堆叠 vt.使堆叠；把…堆积起来 vi.堆积，堆叠 n.(Stack)人名；(英)斯塔克；(德)施塔克

203 stacked 2 [stækt] adj.妖艳的；（女人）身材丰满匀称的 v.堆放（stack的过去分词）

204 standar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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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tands 2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206 stone 2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(英)斯通

207 stones 2 n.石子（stone的复数）；小石头 v.向…扔石子；用石块铺（stone的三单形式） n.(Stones)人名；(英)斯通斯

208 stood 2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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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9 sunlight 2 ['sʌnlait] n.日光 n.(Sunlight)人名；(英)森莱特

210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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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12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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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15 twice 2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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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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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whatever 2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219 widespread 2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220 winter 2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221 wooden 2 ['wudən] adj.木制的；僵硬的，呆板的

222 work 2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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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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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226 ad 1 [,ei 'di:] n.公元

227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228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229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230 adjustment 1 [ə'dʒʌstmənt] n.调整，调节；调节器

231 admit 1 [əd'mit] vt.承认；准许进入；可容纳 vi.承认；容许

232 advances 1 [əd'vaː nsɪz] n. 接近；主动姿态（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） v. 前进，进展（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33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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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236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237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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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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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announcer 1 [ə'naunsə] n.[广播]广播员；宣告者

242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243 arc 1 [ɑ:k] n.弧（度）；弧光（全称electricarc）；弧形物；天穹 adj.圆弧的；反三角函数的 vt.形成电弧；走弧线 n.(Arc)人名；
(法)阿尔克

244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245 astronauts 1 ['æstrənɔː 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
246 Australian 1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247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248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49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50 balances 1 ['bæləns] n. 平衡；天平；平静；结余；差额；调和；制衡 vt. 权衡；使平衡；抵消；称重量 vi. 均衡；建立平衡

251 balancing 1 ['bælənsɪŋ] n. 平衡；定零装置；平差 动词balance的现在分词.

252 balls 1 [bɔː l] n. 球；球状物；炮弹；舞会；愉快的经历；<口>胆量；胡说；（复）睾丸 v. 使成球状；呈球状；<俚>性交

253 beams 1 [biː m] vi. 微笑；发光 vt. 播送；发射；用梁支撑 n. 桁条；光线；(光线的)束；(横)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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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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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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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beneath 1 [bi'ni:θ] prep.在…之下 adv.在下方

258 biannual 1 [bai'ænjuəl] adj.一年两次的

259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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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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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blaze 1 [bleiz] vt.在树皮上刻路标；公开宣布 n.火焰，烈火；光辉；情感爆发 vi.燃烧；照耀，发光；激发 n.(Blaze)人名；(法)布
拉兹；(马其)布拉热

263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264 Bonaparte 1 ['bəunəpa:t] n.波拿巴（姓氏，法国科西嘉岛上的家族）

265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266 bored 1 [bɔ:d] adj.无聊的；无趣的；烦人的 v.使厌烦（bore的过去式）；烦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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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bringing 1 [briŋ] vt.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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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271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272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273 candies 1 ['kændɪz] n. 糖果；果饵 名词candy的复数形式.

274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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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ceilings 1 ['siː lɪŋz] 锅炉炉顶

277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278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279 champs 1 [tʃæmp] v. 大声地嚼；迫不及待 n. 冠军(=champion)

280 cigarette 1 [,sigə'ret, 'sig-] n.香烟；纸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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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283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284 coffin 1 ['kɔfin] n.棺材 断送

285 collapse 1 vi.倒塌；瓦解；暴跌 vt.使倒塌，使崩溃；使萎陷；折叠 n.倒塌；失败；衰竭

286 collapsing 1 [kə'læpsɪŋ] n. 毁坏(压扁；折叠；伸缩)

287 columns 1 ['kɒləm] 名词column的复数形式

288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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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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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compromise 1 ['kɔmprəmaiz] vt.妥协；危害 vi.妥协；让步 n.妥协，和解；折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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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consolidate 1 [kən'sɔlideit] vt.巩固，使固定；联合 vi.巩固，加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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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cooling 1 ['ku:liŋ] adj.冷却的 n.冷却 n.(Cooling)人名；(英)库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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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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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9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300 crashed 1 [kræʃt] adj.失事的 v.碰撞，坠落，破产，垮台（crash的过去式）；崩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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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3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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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dawn 1 [dɔ:n] n.黎明；开端 vt.破晓；出现；被领悟 n.(Dawn)人名；(西)道恩

306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307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308 delicate 1 ['delikət] adj.微妙的；精美的，雅致的；柔和的；易碎的；纤弱的；清淡可口的

309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310 democrat 1 ['deməkræt] n.民主党人；民主主义者；民主政体论者

311 democrats 1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312 devastating 1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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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disagreement 1 [,disə'gri:mənt] n.不一致；争论；意见不同

315 discarded 1 [dɪs'kɑ rːdɪd] adj. 放弃的；删除的 动词discar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16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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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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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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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1 donations 1 [dəʊ'neɪʃnz] 募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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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324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325 drama 1 ['drɑ:mə, dræmə] n.戏剧，戏剧艺术；剧本；戏剧性事件 n.(Drama)人名；(刚(金))德拉马

326 dst 1 [,di: es 'ti:] abbr.神学博士（DoctorofSacredTheology）；夏令时（DaylightSavingtime）

327 dug 1 [dʌg] v.挖，翻土（di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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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330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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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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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ecstatic 1 [ik'stætik] adj.狂喜的；入迷的 n.狂喜的人

334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335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336 elaborate 1 [i'læbərət, i'læbəreit] adj.精心制作的；详尽的；煞费苦心的 vt.精心制作；详细阐述；从简单成分合成（复杂有机物）
vi.详细描述；变复杂

337 electric 1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338 electrical 1 [i'lektrikəl] adj.有关电的；电气科学的

339 elsewhere 1 [,els'hwεə] adv.在别处；到别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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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0 elysees 1 埃利塞

341 eminem 1 n. 艾米纳姆（男子名）

342 emperor 1 ['empərə] n.皇帝，君主

343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344 engineer 1 [,endʒi'niə] n.工程师；工兵；火车司机 vt.设计；策划；精明地处理 vi.设计；建造

345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
346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347 ensuring 1 英 [ɪn'ʃʊə(r)] 美 [ɪn'ʃʊr] vt. 担保；保证；使安全；确保

348 envy 1 ['envi] n.嫉妒，妒忌；羡慕 vt.嫉妒，妒忌；羡慕 vi.感到妒忌；显示出妒忌

349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350 evening 1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
351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352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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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excavation 1 [,ekskə'veiʃən] n.挖掘，发掘

355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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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explains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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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59 exquisite 1 ['ekskwizit, ek'skwizit] adj.精致的；细腻的；优美的，高雅的；异常的；剧烈的 n.服饰过于讲究的男子

360 extra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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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facade 1 [fə'sɑ:d] n.正面；表面；外观

362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363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364 failures 1 ['feɪljəz] 故障

365 f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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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367 feat 1 [fi:t] n.功绩，壮举；技艺表演 adj.合适的；灵巧的

368 fellow 1 ['feləu] n.家伙；朋友；同事；会员 adj.同伴的，同事的；同道的 vt.使…与另一个对等；使…与另一个匹敌 n.(Fellow)人
名；(英)费洛

369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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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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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fines 1 [fainz] n.罚款（fine的复数）；粉末；细骨料 v.使精细；变好；处…以罚金（fine的三单形式） n.(Fines)人名；(瑞典)菲内
斯；(英)法因斯；(法)菲纳

373 flames 1 [fleɪmz] n. 火焰 名词flame的复数形式.

374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375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376 footballs 1 ['fʊtbɔː lz] amphetamine 安非他明苯异丙胺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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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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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380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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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genius 1 n.天才，天赋；精神 n.（Genius）妙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383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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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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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glass 1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387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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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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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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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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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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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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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395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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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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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Hawaii 1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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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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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heating 1 ['hi:tiŋ] n.[热]加热；[建]供暖；暖气设备 adj.加热的；供热的 v.[热]加热（heat的现在分词）

402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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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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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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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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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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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household 1 adj.家庭的；日常的；王室的 n.全家人，一家人；(包括佣工在内的)家庭，户 n.(Household)人名；(英)豪斯霍尔德

411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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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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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415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416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417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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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420 intact 1 [in'tækt] adj.完整的；原封不动的；未受损伤的

421 interviewed 1 英 ['ɪntəvju ]ː 美 ['ɪntərvju ]ː n. 面谈；会见；面试；接见 vt. 接见；采访；对 ... 进行面试 vi. 面试；采访

422 investigators 1 [ɪn'vestɪɡeɪtəz] 侦查人员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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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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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426 jails 1 [dʒeɪl] n. 监牢；监狱；拘留所 vt. 监禁；下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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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7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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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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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lady 1 ['leidi] n.女士，夫人；小姐；妻子
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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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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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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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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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436 lie 1 [lai] vi.躺；说谎；位于；展现 vt.谎骗 n.谎言；位置 n.(Lie)人名；(罗、挪、瑞典)利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

437 lied 1 [li:t] n.德国抒情歌曲，浪漫曲 v.撒谎（lie的过去式） n.(Lied)人名；(德、挪)利德

438 lighting 1 ['laitiŋ] n.照明设备，舞台灯光 v.照明；点燃（light的ing形式）

439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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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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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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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3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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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446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447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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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450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451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452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453 marco 1 n.马尔科（人名）；显示地图；展现地图

454 master 1 ['mɑ:stə, 'mæstə] vt.控制；精通；征服 n.硕士；主人；大师；教师 adj.主人的；主要的；熟练的 n.(Master)人名；(英)马斯
特

455 matched 1 [mætʃt] adj. 匹配的 动词mat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56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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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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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9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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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melissa 1 [mə'lisə] n.梅利莎（女子名）；蜜蜂花

462 melts 1 [melt] vi. 融化；熔化；消散 vt. 使融化；使熔化；使消散 n. 熔化物；融化；熔解

463 mention 1 ['menʃən] vt.提到，谈到；提及，论及；说起 n.提及，说起 n.(Mention)人名；(法)芒雄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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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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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milk 1 [milk] n.牛奶；乳状物 vt.榨取；挤…的奶 vi.挤奶 n.(Milk)人名；(英)米尔克

467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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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miraculously 1 [mi'rækjuləsli] adv.奇迹般地；神奇地；非凡地；出乎意料地

470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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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1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472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473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474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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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476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47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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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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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80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481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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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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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observing 1 [əb'zəviŋ, ɔb-] adj.观察的；注意的；观察力敏锐的 v.观察；遵守（observ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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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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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488 orange 1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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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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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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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palace 1 ['pælis] n.宫殿；宅邸；豪华住宅

493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494 passes 1 ['paː sɪz] n. 途径；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.

495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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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
497 Pillars 1 [piləs] n.柱子；柱状物；台柱（pillar的复数） v.用柱支持（pilla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498 pit 1 [pit] n.矿井；深坑；陷阱；（物体或人体表面上的）凹陷；（英国剧场的）正厅后排；正厅后排的观众 vt.使竞争；窖藏；
使凹下；去…之核；使留疤痕 vi.凹陷；起凹点 n.(P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必

499 Pius 1 ['paiəs] n.庇护；孝顺 n.(Pius)人名；(俄、坦桑、尼日利)皮乌斯；(英)派厄斯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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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501 plain 1 [plein] adj.平的；简单的；朴素的；清晰的 n.平原；无格式；朴实无华的东西 adv.清楚地；平易地 n.(Plain)人名；(英)普
莱恩；(法)普兰

502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503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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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pope 1 [pəup] n.教皇，罗马教皇；权威，大师

506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507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
508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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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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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12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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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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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proven 1 ['pru:vən] v.证明（prove的过去分词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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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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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520 rainy 1 ['reini] adj.下雨的；多雨的 n.(Rainy)人名；(英)雷尼

521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522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523 reassured 1 英 [ˌriː ə'ʃʊə(r)] 美 [ˌriː ə'ʃʊr] v. 使…安心；再保证；重拾(信心等)

52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525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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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528 remarkable 1 [ri'mɑ:kəbl] adj.卓越的；非凡的；值得注意的

529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530 reminder 1 [ri'maində] n.暗示；提醒的人/物；催单

531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532 renovation 1 [,renəu'veiʃən] n.革新；修理；恢复活力

533 renowned 1 [ri'naund] adj.著名的；有声望的 v.使有声誉（renown的过去分词）

534 reopened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535 republican 1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536 republicans 1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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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5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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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540 reveal 1 [ri'vi:l] vt.显示；透露；揭露；泄露 n.揭露；暴露；门侧，窗侧

541 rhode 1 [rəud] n.罗德岛

542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543 roof 1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
544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545 rubio 1 n. 鲁维奥(在玻利维亚；西经 62º22' 南纬 13º57')
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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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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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sailed 1 v.航行（sail的过去分词） adj.已开航的

549 sarcophagus 1 [sɑ:'kɔfəgəs] n.（雕刻精美的）石棺；（古希腊人用来制石棺的）大理石

550 saves 1 [seɪv]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 n. 救援，救助

551 scaffolding 1 ['skæfəldiŋ, -fəu-] n.脚手架；搭脚手架的材料

552 schedules 1 英 ['ʃedju lː] 美 ['skedʒu lː] n. 时间表，日程；一览表；计划 v. 预定；安排；编制目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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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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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seconds 1 ['sekəndz] n. 秒，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

556 secrets 1 n. 秘密 名词secret的复数形式.

557 seemed 1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558 Sheldon 1 ['ʃeldən] n.谢尔登（男子名）

559 shock 1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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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560 shocked 1 adj.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61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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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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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565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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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snacking 1 [snæk] n. 小吃；点心 vi. 吃点心

568 soccer 1 ['sɔkə] n.英式足球，足球

569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570 solid 1 ['sɔlid] adj.固体的；可靠的；立体的；结实的；一致的 n.固体；立方体 n.(Solid)人名；(瑞典)索利德

571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72 spherical 1 ['sferikəl, 'sfiə-] adj.球形的，球面的；天体的

573 spot 1 [spɔt] n.地点；斑点 vt.认出；弄脏；用灯光照射 vi.沾上污渍；满是斑点 adj.现场的；现货买卖的 adv.准确地；恰好

574 sprang 1 [spræŋ] v.跳跃；弹起（spring的过去式） n.网眼；网眼编织法 n.(Sprang)人名；(德、瑞典、英)施普朗

575 stability 1 [stə'biliti] n.稳定性；坚定，恒心

576 stained 1 adj.玷污的；着色的v.玷污；败坏；给…染色（st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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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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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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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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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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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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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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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straigh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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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586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587 sturdy 1 ['stə:di] adj.坚定的；强健的；健全的 n.羊晕倒病 n.(Sturdy)人名；(英)斯特迪

588 subscribe 1 [səb'skraib] vi.订阅；捐款；认购；赞成；签署 vt.签署；赞成；捐助

589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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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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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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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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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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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task 1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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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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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testament 1 ['testəmənt] n.[法]遗嘱；圣约；确实的证明

601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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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2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603 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6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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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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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6 topic 1 ['tɔpik] n.主题（等于theme）；题目；一般规则；总论

607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608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
609 tour 1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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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1 towers 1 ['taʊəz] n.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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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614 tremor 1 ['tremə] n.[医]震颤；颤动 n.(Tremor)人名；(西)特雷莫尔

6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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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16 triomphe 1 n.（法语）凯旋

617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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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tubes 1 英 [tjuːb] 美 [tuːb] n. 管子；管状物；<英>地铁；电视；管状器官 v. 提供或装上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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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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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2 underwhelmed 1 [ˌʌndə'welm] vt. 未留下深刻印象

623 unearthed 1 [ʌn'əθɪd] adj. 掘出的；未接地的 动词uneart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624 unidentified 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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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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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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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8 upright 1 ['ʌprait, ,ʌp'r-] adj.正直的，诚实的；垂直的，直立的；笔直的；合乎正道的 n.垂直；竖立

629 us 1 pron.我们

630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631 useless 1 ['ju:slis] adj.无用的；无效的

63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33 Versailles 1 [vεə'sai] n.凡尔赛（法国城市）

6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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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VII 1 num.罗马数字7

636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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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8 wake 1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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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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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1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6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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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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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5 weighing 1 ['weɪɪŋ] n. 称(量重)；权衡；权重 动词weig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46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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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7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6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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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9 whitehouse 1 n. 怀特豪斯

650 whopping 1 ['hwɔpiŋ] adj.巨大的；天大的 adv.非常地；异常地 v.猛打；抽出（whop的ing形式）

651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52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653 windows 1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
654 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6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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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6 wonders 1 ['wʌndəz] n. 奇观 wonder的复数形式.

6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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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8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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