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3-25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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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3 acute 1 [ə'kju:t] adj.严重的，[医]急性的；敏锐的；激烈的；尖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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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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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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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ricultural 1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
8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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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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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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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liance 3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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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5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6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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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alysis 1 [ə'næləsis] n.分析；分解；验定

20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
21 anch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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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nd 3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3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4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5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 announces 1 [ə'naʊns] vt. 宣布；宣告；预示；播报 vi. 作播音员；宣布竞选

27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28 anthropology 2 [,ænθrə'pɔlədʒi] n.人类学 人类学家

29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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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31 are 12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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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rm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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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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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s 7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36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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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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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attacked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40 attacking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41 attacks 2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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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anking 1 ['bæŋkiŋ] n.银行业；银行业务；银行家的职业；筑堤 v.把钱存入银行；做银行家；在…边筑堤（bank的现在分词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44 basking 1 英 [bɑːsk] 美 [bæsk] vi. 取暖；舒适地晒太阳；沐浴于

45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6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47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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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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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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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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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ings 1 ['biː ɪŋz] n. 人；n

53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
54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55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56 biden 4 n. 拜登(姓氏)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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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59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60 boiling 2 ['bɔiliŋ] adj.沸腾的；激昂的 n.沸腾；煮沸；起泡 adv.沸腾

61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62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63 britannica 1 n.大英百科全书

64 Brussels 1 ['brʌslz] n.布鲁塞尔（比利时首都）

65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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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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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68 camera 1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
69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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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1 cats 2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72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73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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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heek 1 [tʃi:k] n.面颊，脸颊；臀部 vt.无礼地向…讲话，对…大胆无礼 n.(Cheek)人名；(英)奇克

76 chemical 3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77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78 choko 1 ['tʃəukəu] n.佛手瓜或其果实

79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80 civilians 1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
81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82 classifies 1 ['klæsɪfaɪ] vt. 分类；归类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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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85 clip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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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lose 2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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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87 cnn 4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88 cohesion 1 [kəu'hi:ʒən] n.凝聚；结合；[力]内聚力

89 colleagues 1 英 ['kɒliː ɡ] 美 ['kɑ lːiː ɡ] n. 同事

90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91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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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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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ommunicators 1 n.交流者; 通讯器（communicator的复数）

94 compensated 1 英 ['kɒmpenseɪt] 美 ['kɑːmpenseɪt] v. 补偿；赔偿；付报酬

95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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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concluded 1 [kən'kluːd] vt. 推断出；缔结；使结束 vi. 结束；总结；作决定；作协议

98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99 conflict 4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100 Connecticut 2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101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
102 consequence 1 ['kɔnsi,kwəns] n.结果；重要性；推论

103 conservation 4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104 conservationist 2 [,kɔnsə'veiʃənist] n.自然资源保护论者

105 considered 2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06 construct 1 [kən'strʌkt] vt.建造，构造；创立 n.构想，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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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ntributor 1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
109 conversation 1 n.交谈，会话；社交；交往，交际；会谈；（人与计算机的）人机对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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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orrals 1 英 [kə'rɑ lː] 美 [kə'ræl] n. 畜栏 v. 把…赶入围栏；聚集

112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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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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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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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17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18 crocodile 1 ['krɔkə,dail] n.鳄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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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121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22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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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deeper 1 ['diː 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
125 defenses 1 [dɪ'fens] n. 防卫；防卫物；辩护 vt. 防守

126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127 democracy 1 [di'mɔkrəsi] n.民主，民主主义；民主政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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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130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31 disappointed 1 [,dispɔintid] adj.失望的，沮丧的；受挫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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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33 DNA 1 [,di:,en'ei] abbr.脱氧核糖核酸（deoxyribonucleicacid）；（美国）国防部核子局（DefenseNuclearAgency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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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36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37 doug 5 [daug] n.道格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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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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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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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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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43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44 elusive 1 [i'lju:siv,-səri] adj.难懂的；易忘的；逃避的；难捉摸的

145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146 encyclopedia 1 n.百科全书（亦是encyclopaedia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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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endangered 3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149 equation 1 [i'kweiʒən, -ʃən] n.方程式，等式；相等；[化学]反应式

150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51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52 estimates 2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53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4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55 European 3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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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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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159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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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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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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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xtensive 2 [ik'stensiv] adj.广泛的；大量的；广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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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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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f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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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Farmers 2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169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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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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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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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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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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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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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f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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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78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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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81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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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184 garden 1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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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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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189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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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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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93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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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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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gourd 1 [guəd] n.葫芦，葫芦属植物；脑瓜 n.(Gourd)人名；(法)古尔；(英)古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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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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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grounded 1 adj.理性的；理智的；接触地面的 v.停（ground的过去式）；触地

199 habitat 2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200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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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1 hair 1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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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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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Hartford 1 ['hɑ:tfəd] n.哈特福特（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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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hav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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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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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headquarters 1 [,hed'kwɔ:təz] n.总部；指挥部；司令部

209 heard 2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10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211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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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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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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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15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16 hope 2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217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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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human 3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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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humanitarian 1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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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hunted 1 ['hʌntid] adj.被捕猎的；受迫害的 v.狩猎；追捕（hunt的过去式）

223 hussain 2 侯赛因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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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26 II 1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227 impactful 1 ['impæktful] adj.有效的；有力的

228 implementing 1 ['ɪmplɪmənt] n. 工具；器具；当工具的物品 vt. 实施；执行；向 ... 提供工具(或手段)

229 in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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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0 incessant 1 [in'sesənt] adj.不断的；不停的；连续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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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initiatives 1 [ɪ'nɪʃətɪvz] n. 主观能动性（名词initiative的复数）

233 insurance 1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234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
235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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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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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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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is 2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39 isolation 1 ['aisə'leiʃən] n.隔离；孤立；[电]绝缘；[化学]离析

240 i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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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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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iucn 1 =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[瑞士]

243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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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Joe 2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46 just 2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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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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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50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251 landscape 1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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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254 leaving 2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255 left 2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256 leopard 12 ['lepəd] n.豹；美洲豹

257 leopards 6 n.豹( leopard的名词复数 ); 本性难移

258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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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260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261 livelihood 1 ['laivlihud] n.生计，生活；营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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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livestock 4 ['laivstɔk] n.牲畜；家畜

263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64 long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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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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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67 loss 2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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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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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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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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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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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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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marks 1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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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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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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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meantime 1 ['mi:n'taim] n.其时，其间 adv.同时；其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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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282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83 micro 1 adj.极小的；基本的；微小的 n.<口>微型计算机；微处理器

284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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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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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287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88 more 5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289 mortality 1 [mɔ:'tæləti] n.死亡数，死亡率；必死性，必死的命运

290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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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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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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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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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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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nations 3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99 nato 9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
300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301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302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303 never 3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04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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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06 nightshade 1 ['nait,ʃeid] n.茄属植物

307 ninety 1 ['nainti] n.九十 adj.九十的；九十岁的 num.九十

308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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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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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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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12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13 nuclear 1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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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of 2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16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17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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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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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opposing 1 英 [ə'pəʊzɪŋ] 美 [ə'poʊzɪŋ] adj. 反作用的；反向的；相反的；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.

320 opposite 1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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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23 otter 1 ['ɔtə] n.水獭；水獭皮 n.(Ot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法、瑞典)奥特

32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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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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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Pakistan 1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328 Pakistani 1 [,pæki'stæni] adj.巴基斯坦的 n.巴基斯坦人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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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peeled 1 [piː ld] adj. 去皮的 动词pe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31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332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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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phenomenon 1 [fi'nɔminən, fə-] n.现象；奇迹；杰出的人才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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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poi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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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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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potato 5 [pə'teitəu] n.[作物]土豆，[作物]马铃薯

340 pounds 1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
341 predator 1 ['predətə] n.[动]捕食者；[动]食肉动物；掠夺者

342 predators 2 [p'redətəz] 食虫动物

343 president 6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44 pro 1 [prəu] adv.赞成地 n.赞成者；赞成的意见 prep.赞成 n.(Pro)人名；(意)普罗

345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346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347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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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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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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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352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353 proves 1 [pruːv] v. 证明；检验；结果是；发酵

354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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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Putin 2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
356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357 rapid 1 ['ræpid] adj.迅速的，急促的；飞快的；险峻的 n.急流；高速交通工具，高速交通网

358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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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reaping 1 ['riː pɪŋ] n. 收割 动词reap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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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receding 1 [rɪ'siː d] vi. 后退；减弱 vt. 撤回

363 rec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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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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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66 refugee 1 [,refju'dʒi:, 'refjudʒi:] n.难民，避难者；流亡者，逃亡者

367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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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remoteness 1 [ri'məutnis] n.遥远；偏僻；细微；时间久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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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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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72 resisted 1 [rɪ'zɪst] v. 抵制；抵抗；反抗；忍住 n. 防蚀涂层

373 respond 1 [ri'spɔnd] vi.回答；作出反应；承担责任 vt.以…回答 n.应答；唱和

374 responds 1 英 [rɪ'spɒnd] 美 [rɪ'spɑːnd] v. 回答；响应；反应；反应灵敏；反响 n. [建]壁联；[宗]应唱圣歌

375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376 retaliate 1 [ri'tælieit] vi.报复；回敬 vt.报复

377 righ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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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379 roar 1 [rɔ:] n.咆哮；吼；轰鸣 vi.咆哮；吼叫；喧闹 vt.咆哮；呼喊；使……轰鸣 n.(Roar)人名；(挪)罗阿尔

380 roaring 1 ['rɔ:riŋ] adj.喧闹的；兴胜的；狂风暴雨的 n.咆哮；怒吼；吼声 v.怒吼（uproar的现在分词）

381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
382 run 2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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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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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Russia 8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386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387 sadly 1 ['sædli] adv.悲哀地；悲痛地

388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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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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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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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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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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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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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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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396 sending 2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397 sense 2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398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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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401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402 shark 1 [ʃɑ:k] n.鲨鱼；骗子 vi.诈骗 vt.敲诈

403 sheer 1 adj.绝对的；透明的；峻峭的；纯粹的 adv.完全；陡峭地 vi.偏航 vt.使偏航；使急转向 n.偏航；透明薄织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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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side 2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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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sighting 1 [saitiŋ] n.瞄准；照准；视线 v.看见（sight的ing形式）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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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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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slender 1 ['slendə] adj.细长的；苗条的；微薄的

411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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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smelled 1 [生理]

413 snouted 1 [snaut] n.鼻子；猪嘴；烟草；鼻口部；口吻状物

414 snow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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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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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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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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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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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420 spectacular 1 [spek'tækjulə] adj.壮观的，惊人的；公开展示的

421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422 split 1 [split] vt.分离；使分离；劈开；离开；分解 vi.离开；被劈开；断绝关系 n.劈开；裂缝 adj.劈开的

423 spray 1 n.喷雾，喷雾剂；喷雾器；水沫 vt.喷射 vi.喷 n.(Spray)人名；(英)斯普雷

424 Springs 2 [spriŋz] n.斯普林斯（南非东部城市名）

425 spud 2 [spʌd] n.马铃薯；小锄头；剥取树皮用的刀 vt.用小锄头挖掘

426 stable 1 ['steibl] n.马厩；牛棚 adj.稳定的；牢固的；坚定的 vi.被关在马厩 vt.赶入马房 n.(Stable)人名；(英)斯特布尔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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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starch 1 [stɑ:tʃ] n.淀粉；刻板，生硬 vt.给…上浆 n.(Starch)人名；(英)斯塔奇；(德、捷)施塔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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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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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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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strategy 1 ['strætidʒi] n.战略，策略

433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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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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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5 stumbled 1 ['stʌmbl] v. 绊倒；蹒跚；犯错误；无意中发现 n. 绊倒；错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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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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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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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surveys 1 英 ['sɜːveɪ] 美 ['sɜ rːveɪ] n. 问卷；测量；调查；纵览；视察 v. 调查；审视；研究；测量；勘定；环视

441 sustain 2 [sə'stein] vt.维持；支撑，承担；忍受；供养；证实

442 tactics 1 ['tæktiks] n.策略；战术；用兵学

443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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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tanks 1 [tæks] n. 坦克 名词tank的复数形式.

446 tasted 1 [teɪst] n. 味觉；味道；尝试；品味；爱好 v. 品尝；有 ... 味道的；体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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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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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terrible 1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
450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451 than 3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452 that 23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453 the 5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54 their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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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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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457 there 8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58 these 7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59 they 1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6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461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462 this 9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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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thou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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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5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466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467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468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469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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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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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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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72 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473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47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47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76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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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traps 1 [træps] n.[计]陷阱；圈套（trap的复数形式）；手提行李；随身用物品

479 trinity 2 ['triniti] n.三位一体；三人一组；三个一组的东西；三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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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481 troops 1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482 try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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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tuber 2 ['tju:bə] n.[植]块茎；隆起 n.(Tuber)人名；(法)蒂贝

484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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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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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ukrainians 2 乌克兰人

488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489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490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491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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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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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us 1 pron.我们
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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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496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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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499 vegetable 1 ['vedʒitəbl] n.蔬菜；植物；植物人 adj.蔬菜的；植物的

500 very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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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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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videotape 2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503 viewed 1 [vjuːd] adj. 检查过的 动词vie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04 villages 1 ['vilidʒəz] n. 村庄，村（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）；<大写>比利亚赫斯（姓氏）

505 Vladimir 1 ['vlædimə] n.弗拉基米尔（古罗斯弗拉基米尔-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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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vulnerable 1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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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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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511 warming 1 ['wɔ:miŋ] n.加温，暖和；气温升高 adj.让人感到暖和的 v.加温；兴奋；同情（warm的ing形式） n.(Warming)人名；
(丹、瑞典)瓦明

51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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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w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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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weapons 5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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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weighed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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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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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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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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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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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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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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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6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27 wild 2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528 wildness 1 ['waildnis] n.野蛮；原始；荒凉

529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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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wi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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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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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旺德（人名）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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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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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536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37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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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would 6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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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yesterday 3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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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544 Zealand 1 ['zi:lənd] n.西兰岛（丹麦最大的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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