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3-18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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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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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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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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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6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7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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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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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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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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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irfares 1 n.飞机票价( airfare的名词复数 )

13 airline 4 ['εəlain] n.航空公司；航线 adj.航线的

14 airlines 8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15 airport 1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16 Alaska 1 [ə'læskə] n.阿拉斯加州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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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lmost 3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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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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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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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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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6 analysis 1 [ə'næləsis] n.分析；分解；验定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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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d 2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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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tenna 2 [æn'tenə] n.[电讯]天线；[动]触角，[昆]触须 n.(Antenna)人名；(法)安泰纳

31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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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ren 1 阿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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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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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ruba 1 [ə'ru:bə] n.阿鲁巴岛（加勒比海）

36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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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ssets 1 ['æset] n. 资产；优点；有用的东西

38 assortment 1 [ə'sɔ:tmənt] n.分类；混合物

39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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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41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
42 audio 1 ['ɔ:diəu] adj.声音的；[声]音频的，[声]声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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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44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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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47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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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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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50 bank 2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51 base 1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
52 be 1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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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5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56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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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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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60 besides 1 [bi'saidz] adv.此外；而且 prep.除…之外

61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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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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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irthday 1 ['bə:θdei] n.生日，诞辰；诞生的日子

65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66 boeing 1 ['bəuiŋ] n.波音（客机）

67 bonds 1 英 [bɒnd] 美 [bɑːnd] n. 债券；结合；协定；联系；情谊；黏合剂 vt. 使结合；为 ... 作保 vi. 连结；粘合

68 bookings 3 ['bʊkɪŋz] n. 登记

69 boring 1 ['bɔ:riŋ] adj.无聊的；令人厌烦的 n.钻孔 v.钻孔；使厌烦；挖空（bore的ing形式） n.(Bo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博林

70 borrow 1 ['bɔrəu] vi.借；借用；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.借；借用 n.(Borrow)人名；(英)博罗

71 borrowing 1 ['bɔrəuiŋ] n.借款；借用 v.借入；采用（borrow的ing形式）

72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3 break 2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74 broadcasts 1 英 ['brɔː dkɑːst] 美 ['brɔː dkæst] v. 广播；散布；撒播 n. 广播；广播节目

75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76 burp 1 [bə:p] n.打嗝；饱嗝儿 vi.打嗝；打饱嗝 vt.使打嗝

77 business 3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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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bu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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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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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82 ca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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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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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aptain 1 ['kæptin] n.队长，首领；船长；上尉；海军上校 vt.指挥；率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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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car 2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86 cards 1 n. 扑克牌 名词card的复数形式.

8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8 carriers 2 ['kæriəz] 载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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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athedral 1 [kə'θi:drəl] n.大教堂

91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92 CDs 1 abbr. 日冕诊断分光计(=coronal diagnostic spectrometer) abbr. 信用违约互换(=Credit Default Swa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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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95 chairman 1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
96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7 charging 2 英 [tʃɑːdʒɪŋ] 美 ['tʃɑːdʒɪŋ] n. 充电；装料；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8 cheap 2 [tʃi:p] adj.便宜的；小气的；不值钱的 adv.便宜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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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hristine 1 ['kristi:n] n.克莉丝汀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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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limbing 1 ['klaimiŋ] adj.上升的；攀缘而登的 n.攀登 v.爬（climb的ing形式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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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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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106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107 cnn 8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08 Colorado 1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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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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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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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2 commemorated 1 [kə'meməreɪt] vt. 纪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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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115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16 conserve 1 [kən'sə:v, 'kɔnsə:v] vt.保存；将…做成蜜饯；使守恒 n.果酱；蜜饯

117 consumers 1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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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onvert 1 [kən'və:t] vt.使转变；转换…；使…改变信仰 vi.转变，变换；皈依；改变信仰 n.皈依者；改变宗教信仰者 n.(Convert)人
名；(法)孔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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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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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ost 4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23 costs 6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124 could 1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25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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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28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129 credit 1 ['kredit] n.信用，信誉；[金融]贷款；学分；信任；声望 vt.相信，信任；把…归给，归功于；赞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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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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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dame 1 [deim] n.夫人；年长妇女 n.(Dame)人名；(法)达姆

133 Darius 1 [də'raiəs; 'dæriəs] n.大流士

134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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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debt 1 [det] n.债务；借款；罪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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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eciding 1 [di'saidiŋ] adj.决定性的；无疑的 v.决定（decide的现在分词）

139 deck 1 [dek] n.甲板；行李仓；露天平台 vt.装饰；装甲板；打扮 n.(De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德克

140 decreases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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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143 delivered 1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4 delta 2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
145 dema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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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enver 1 ['denvə] n.丹佛（地名，美国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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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149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150 detecting 1 [dɪ'tektɪŋ] n. 探测；检定；检波 动词detec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1 devised 1 [dɪ'vaɪz] vt. 设计；发明；遗赠

15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3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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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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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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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doll 1 [dɔl] n.洋娃娃；玩偶；无头脑的美丽女人 vt.把…打扮得花枝招展 n.(Doll)人名；(英)多尔(女子教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)；(西)多利

158 d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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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160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161 ear 1 [iə] n.耳朵；穗；听觉；倾听 vi.（美俚）听见；抽穗 n.(Ear)人名；(柬)伊

162 earn 1 [ə:n] vt.赚，赚得；获得，挣得；使得到；博得 n.(Earn)人名；(泰)炎

163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4 ears 1 abbr. 电声额定系统(=Electro-Acoustic Rating System)； n. 耳朵（名词ear的复数形式）；【报刊】报头小栏，报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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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iffel 4 ['aifəl] n.艾菲尔铁塔（法国著名建筑）；埃菲尔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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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isele 1 n. 艾西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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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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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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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73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174 era 1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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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176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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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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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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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expect 2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81 expense 1 [ik'spens] n.损失，代价；消费；开支 vt.向…收取费用 vi.被花掉

182 expenses 1 [ɪks'pensɪz] n. 费用；开支 名词expense的复数形式.

183 expensive 5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184 experiments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185 experts 3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86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187 eyesore 1 ['aisɔ:] n.眼中钉；难看的东西

188 fabric 1 ['fæbrik] n.织物；布；组织；构造；建筑物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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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91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(英)法克特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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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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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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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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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eathers 1 ['feðəz] n. 羽毛；羽衣；装束 名词feather的复数形式.

198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99 fed 1 v.喂养（feed过去式） abbr.联邦储备局（theFederalReserveSystem）

200 Federal 6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201 feet 3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202 fi 1 [fai] abbr.磁场强度（FieldIntensity）；船方不负担装货费用（FreeIn）；场电离（fieldionization）

203 fiber 1 ['faibə] n.纤维；光纤（等于fibre） n.(Fiber)人名；(匈)菲贝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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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filling 2 ['filiŋ] n.填充；填料 v.填满；遍及（fill的ing形式） n.(Filling)人名；(瑞典)菲林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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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208 first 3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209 fishing 1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
210 fixed 1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
211 flexible 1 ['fleksibl] adj.灵活的；柔韧的；易弯曲的

212 flight 2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213 flights 3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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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flying 2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21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17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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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219 forego 1 [fɔ:,gəu] vt.放弃；居先；在……之前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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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22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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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225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226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227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8 fuel 8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229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230 gallons 1 ['ɡælənz] n. 加仑 名词gallon的复数.

231 gas 4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232 gasoline 1 ['gæsəli:n] n.汽油

233 gear 1 [giə] n.齿轮；装置，工具；传动装置 vi.适合；搭上齿轮；开始工作 vt.开动；搭上齿轮；使……适合；使……准备好 adj.
好极了 n.(Gear)人名；(英)吉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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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getting 3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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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g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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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8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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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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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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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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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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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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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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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248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249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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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0 harteveldt 2 n.[姓氏]哈特维尔德

251 has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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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hatch 1 [hætʃ] n.孵化；舱口 vt.孵；策划 vi.孵化 n.(Hatch)人名；(西)阿奇；(英)哈奇

253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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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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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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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h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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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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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heartbeat 1 ['hɑ:tbi:t] n.心跳；情感

259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260 height 1 [hait] n.高地；高度；身高；顶点

261 help 3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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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

262 Henry 1 ['henri] n.亨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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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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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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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higher 4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68 highest 3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69 hikes 1 [haɪk] n. 徒步旅行；远足；涨价 vi. 远足；提高

270 hiring 1 ['haiəriŋ] n.雇用；租用 v.雇用（hire的ing形式）

271 historically 1 [his'tɔrikəli] adv.历史上地；从历史观点上说

272 h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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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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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hooked 1 [hukt] adj.钩状的；吸毒成瘾的；入迷的 v.用钩固定；捉住（hook的过去分词）

275 hop 1 v.单足跳跃〔跳行〕 vt.搭乘 vi.双足或齐足跳行 n.蹦跳,跳跃；跳舞；一次飞行的距离 n.(Hop)人名；(中)合(广东话·威妥
玛)

276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277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78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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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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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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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2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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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3 increase 2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284 inflation 5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285 insane 1 [in'sein] adj.疯狂的；精神病的；极愚蠢的

286 installed 1 [ɪns'tɔː ld] adj. 安装的；任命的 动词insta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7 interest 7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288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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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int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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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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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investments 2 [ɪn'vestmənts] 投资

293 investors 1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294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295 iron 1 ['aiən] n.熨斗；烙铁；坚强 vt.熨；用铁铸成 adj.铁的；残酷的；刚强的 vi.熨衣；烫平 n.(Iron)人名；(英)艾恩

296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97 it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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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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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jet 6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
300 jetblue 1 n."美国蓝色喷气机航空公司"或"美国捷蓝航空公司"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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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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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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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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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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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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la 1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
307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308 landmark 1 n.[航]陆标；地标；界标；里程碑；纪念碑；地界标；划时代的事 adj.有重大意义或影响的 n.（瑞典、挪）兰德马
克（人名）

309 landmarks 1 ['lændmɑːks] n. 地标，陆标；里程碑（名词landmark的复数形式）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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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312 la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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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314 laws 2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315 leisure 1 ['lɛʒə] n.闲暇；空闲；安逸 adj.空闲的；有闲的；业余的 n.(Leisure)人名；(英)莱热

316 lend 1 [lend] vt.贷；增添，提供；把……借给 vi.贷款 n.(Lend)人名；(德)伦德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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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l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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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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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levels 2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21 lik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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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323 listening 1 ['lisəniŋ] adj.收听的；助听的 n.倾听 v.听（listen的ing形式）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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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loans 2 ['ləʊnz] 贷款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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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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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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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lows 1 英 [ləʊz] 美 [loʊz] n. 低频 名词low的复数形式.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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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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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marke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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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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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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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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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8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
339 membrane 1 ['membrein] n.膜；薄膜；羊皮纸

340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341 microphone 1 ['maikrəfəun] n.扩音器，麦克风

342 microphonics 1 [,maikrə'fɔniks] n.颤噪效应；微音扩大学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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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minute 1 [ˈmɪnɪt] n.分，分钟；片刻，一会儿；备忘录，笔记；会议记录 vt.将…记录下来 adj.微小的，详细的[maɪˈnjuːt;US-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ˈnuːt;maɪˋnut]

345 mirroring 1 ['mɪrərɪŋ] adj. 镜像的 动词mirror的现在分词.

346 miss 1 [mɪs] n.女士，小姐，年轻未婚女子 vt.错过，想念，缺（勤）

347 mit 1 [mit] abbr.麻省理工学院（Massachu-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）；制造完整性试验（ManufacturingIntegrityTest）；主指令
带，主程序带，主控带（MasterInstructionTape） n.(Mit)人名；(柬)米；(泰)密

348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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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51 more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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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mortgage 1 ['mɔ:gidʒ] vt.抵押 n.抵押 房屋抵押贷款

353 mortgages 1 英 ['mɔː ɡɪdʒ] 美 ['mɔː rɡɪdʒ] n. 按揭；抵押；抵押贷款 vt. 抵押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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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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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muntean 8 蒙泰安

357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58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359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60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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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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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364 notre 1 adj.（法）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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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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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of 3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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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oil 3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370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371 omicron 1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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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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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operating 2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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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originally 1 [ə'ridʒənəli] adv.最初，起初；本来

377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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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ov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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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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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81 Parisian 1 [pə'rizjən] adj.巴黎人的；巴黎的 n.巴黎人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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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384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385 passengers 1 旅客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386 past 4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387 pause 1 [pɔ:z] n.暂停；间歇 vi.暂停，停顿，中止；踌躇 n.(Pause)人名；(德)保泽

388 pay 2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389 pay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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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0 people 1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91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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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pete 2 [pi:t] n.保险箱，银箱

393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394 pilots 1 ['paɪləts] n. 飞行员；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.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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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planes 3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
397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398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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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
401 plight 1 [plait] n.困境；境况；誓约 vt.保证；约定

402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403 prices 1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404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405 pump 1 [pʌmp] vt.打气；用抽水机抽… n.泵，抽水机；打气筒 vi.抽水 n.(Pump)人名；(捷)蓬普；(英)庞普

406 purchases 1 ['pɜ tːʃəsɪz] n. 购买；购买的物品 vt. 购买；通过努力而获得

407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408 quick 2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409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10 radio 1 ['reidiəu] n.收音机；无线电广播设备 vi.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.用无线电发送 n.(Radio)人名；(西)拉迪奥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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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raises 1 ['reɪzɪz] n. 加薪；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.

413 raising 2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
414 ramp 1 [ræmp] n.斜坡，坡道；敲诈 vi.蔓延；狂跳乱撞；敲诈 vt.敲诈；使有斜面

415 rate 3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416 rates 9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417 re 10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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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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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reasonable 1 ['ri:zənəbl] adj.合理的，公道的；通情达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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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23 reconstruction 1 [,ri:kən'strʌkʃən] n.再建，重建；改造；复兴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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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426 reflect 1 vt.反映；反射，照出；表达；显示;反省 vi.反射，映现；深思

427 relate 1 [ri'leit] vt.叙述；使…有联系 vi.涉及；认同；符合；与…有某种联系

428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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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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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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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1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32 reserve 5 n.储备，储存；自然保护区；预备队；缄默；[金融]储备金 vt.储备；保留；预约 vi.预订 n.(Reserve)人名；(法)勒塞尔
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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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revolution 1 [,revə'lu:ʃən] n.革命；旋转；运行；循环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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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rise 2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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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riskier 1 ['rɪski] adj. 危险的；冒险的；大胆的

439 rockets 1 英 ['rɒkɪt] 美 ['rɑːkɪt] n. 火箭；芝麻菜；紫花南芥 v. 猛涨；飞快地移动

440 Romans 1 ['rəumənz] n.《罗马书》（《圣经·新约》中的一卷）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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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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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3 said 1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444 savers 2 n.拯救者( saver的名词复数 ); 储蓄者; 救星; 救球的运动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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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sa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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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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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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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451 seat 1 [si:t] n.座位；所在地；职位 vt.使…坐下；可容纳…的；使就职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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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454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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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selections 1 [sɪ'lekʃənz] n. 选择；选集 名词selection的复数形式.

457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458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459 settle 1 ['setl] vi.解决；定居；沉淀；下陷 vt.解决；安排；使…定居 n.有背长椅 n.(Settle)人名；(英)塞特尔

460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461 sharp 5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462 shirt 1 [ʃə:t] n.衬衫；汗衫，内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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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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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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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ignific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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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significantly 1 adv.显著地；相当数量地

469 since 6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470 sink 1 [siŋk] vi.下沉；消沉；渗透 vt.使下沉；挖掘；使低落 n.水槽；洗涤槽；污水坑 n.(Sink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辛克

471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472 slash 1 [slæʃ] vt.猛砍；鞭打；严厉批评；大幅度裁减或削减 vi.猛砍；严厉批评 n.削减；斜线；猛砍；砍痕；沼泽低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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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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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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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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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477 sounds 3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478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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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southwest 1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480 spiked 1 [spaikt] adj.尖的；有穗的；加入标准的

481 spri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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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483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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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starts 2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486 stashed 1 [stæʃ] vt. 隐藏；储藏 n. 隐藏地点；隐藏物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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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staycation 1 [ˌsteɪ'keɪʃn] n. 宅度假

489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490 st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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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sto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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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stocks 1 [stɒks] 股票

493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494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495 suit 1 vt.适合；使适应 n.诉讼；恳求；套装，西装；一套外衣 vi.合适；相称

496 summ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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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498 take 3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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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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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taller 2 [tɔː l] adj. 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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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TENS 1 十位

504 tent 1 [tent] n.帐篷；住处；帷幕 vt.用帐篷遮盖；使在帐篷里住宿 vi.住帐蓬；暂时居住 n.(Tent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滕特

505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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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08 tha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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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the 6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10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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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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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theory 1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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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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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6 they 2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17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518 think 6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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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those 5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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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23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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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ticket 2 ['tikit] n.票；入场券，标签；（美）候选人名单；证明书；交通罚款单 vt.加标签于；指派；对…开出交通违规罚单

526 tickets 1 ['tɪkɪt] n. 票；券；标签；罚单；候选人名单 vt. 加标签于；售票；开罚单；检票，查验票证

527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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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tippet 1 ['tipit] n.女式披肩，围巾等的垂下的部分 n.(Tippet)人名；(英)蒂皮特

529 to 43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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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3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33 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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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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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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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tower 5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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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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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travel 5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541 traveler 2 ['trævlə] n.旅行者；旅客；旅行推销员（等于traveller）

542 traveling 4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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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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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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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54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50 tympanic 1 [tim'pænik] adj.鼓膜的；鼓室的；鼓皮似的

551 Ukraine 1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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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unreasonable 1 [,ʌn'ri:zənəbl] adj.不合理的；过度的；不切实际的；非理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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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up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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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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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us 1 pron.我们

558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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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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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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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vibes 1 [vaibz] n.共鸣；电颤琴；气氛（vibe的复数） v.发生共鸣（vibe的三单形式）

563 vibrations 1 ['vaɪbreɪʃənz] n. 心灵感应；共鸣 名词vibration的复数形式.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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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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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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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wa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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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69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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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572 we 5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573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74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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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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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what 2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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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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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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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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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while 4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584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85 wi 1 [ˌdʌblju 'ːaɪ] abbr. 威斯康星州(=Wisconsin) abbr. 熟铁(=wrought iron) abbr. 西印度群岛(=West Indies)

586 will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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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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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589 withstood 1 ['-stud] v.抵挡，经得起（withstand的过去分词）

590 wondering 1 ['wʌndəriŋ] adj.疑惑的；觉得奇怪的 v.想知道（wonder的ing形式）；惊奇

591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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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2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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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95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596 woven 1 ['wəu-vən, 'wəuvən] v.编织；交织（weave的过去分词）；编造 adj.织物的 n.机织织物

597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598 wrought 1 adj.锻造的；加工的；精细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分词）；wreak的过去分词

599 yeah 1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
600 year 8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01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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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you 1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04 your 5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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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5 yours 1 pron.你（们）的东西；你的责任[义务]；你的家属；来信，尊函 adj.你（们）的（东西）；信末署名前用语

606 zero 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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