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3-29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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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3 accelerates 1 [ək'seləreɪt] v. 加速；提前；跳级

4 accepting 1 [ək'septiŋ] adj.承兑的；易接受的；赞同的 v.接受；同意；承担（责任等）（accept的ing形式）

5 accordi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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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ivities 2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7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8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9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10 adjustments 1 调整

11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12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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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5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6 agent 1 ['eidʒənt] n.代理人，代理商；药剂；特工 vt.由…作中介；由…代理 adj.代理的 n.(Agent)人名；(罗)阿真特

17 ag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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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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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irfares 1 n.飞机票价( airfare的名词复数 )

20 airlines 1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21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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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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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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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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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7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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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nd 4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0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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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nswers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33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34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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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pproaching 1 [ə'prəutʃiŋ] v.接近（approach的ing形式）；[航]进场；侵入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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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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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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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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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strophysicist 1 [,æstrəu'fi:zisist] n.天体物理学家

42 at 14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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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tmosphere 2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44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45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46 averag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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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veraged 1 ['ævərɪdʒd] adj. 平均的；中和的 动词ave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8 averages 1 ['ævərɪdʒ] n. 平均数；平均水平 adj. 平均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v. 取平均值；达到平均水平

49 averaging 1 ['ævəridʒiŋ] n.求平均值；拉平价格；为取得更高的平均价格而买进（卖出） adj.平均的 v.平均（average的ing形式）

5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51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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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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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arks 1 英 [bɑːk] 美 [bɑ rːk] v. (狗)吠；咆哮 v. 剥皮；擦伤 n. 狗吠；咆哮 n. 树皮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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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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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ecause 6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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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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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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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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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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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64 better 2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65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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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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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low 1 [bləu] n.吹；打击；殴打 vi.风吹；喘气 vt.风吹 n.(Blow)人名；(英)布洛

69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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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71 brea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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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broaden 1 ['brɔ:dən] vi.扩大，变阔；变宽，加宽 vt.使扩大；使变宽

73 budgeted 1 ['bʌdʒɪt] n. 预算 vt. 编预算；为 ... 做预算 vi. 节省开支 adj. 廉价的；不贵的

74 budgets 1 ['bʌdʒɪt] n. 预算 vt. 编预算；为 ... 做预算 vi. 节省开支 adj. 廉价的；不贵的

75 buses 1 ['bʌsiz] n.公共汽车（bus的复数形式） v.乘公共汽车；用公共汽车运送（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76 busiest 1 adj.最忙的（busy的最高级形式）

77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78 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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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by 3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80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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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ameras 2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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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apabilities 1 [ˌkeɪp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；性能；容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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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86 car 3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87 carbon 1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88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9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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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chairman 1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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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heapest 1 [tʃiː pɪst] adj. 最便宜 形容词cheap的最高级形式.

94 cheers 1 ['tʃiəz] v.感谢；谢谢；再见

95 Chen 6 n. 陈（中国朝代；姓）

96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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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lose 4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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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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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ola 1 ['kəulə] n.可乐；可乐树（其子含咖啡碱） n.(Cola)人名；(塞)措拉；(西、意、罗)科拉

102 Colchester 2 n.科尔切斯特（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城市）

103 collect 2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104 com 2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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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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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7 companies 3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08 company 3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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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omplementary 1 [,kɔmpli'mentəri] adj.补足的，补充的

111 composite 1 ['kɔmpəzit] n.复合材料；合成物；菊科 adj.复合的；合成的；菊科的 vt.使合成；使混合

112 context 1 ['kɔntekst] n.环境；上下文；来龙去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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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rona 4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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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os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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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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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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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rane 2 [krein] n.吊车，起重机；鹤 vi.伸着脖子看；迟疑，踌躇 vt.用起重机起吊；伸长脖子 n.(Crane)人名；(意、葡)克拉内；
(英、法、西)克兰

12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22 cycle 1 ['saikl] n.循环；周期；自行车；整套；一段时间 vt.使循环；使轮转 vi.循环；骑自行车；轮转

123 dates 1 [deɪt] n. 日期；年代；会晤时间；约会；约会对象；枣椰树；枣子 v. 给 ... 标明日期；确定年代；过时；显老；和 ... 约
会；追溯到

124 day 5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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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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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degrees 5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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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
129 dem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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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31 detaches 1 [dɪ'tætʃ] vt. 使分离；拆卸；派遣 [计算机] 脱离.

132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133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34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35 discount 1 [['diskaunt, dis'k-] n.折扣；贴现率 vi.贴现；打折扣出售商品 vt.打折扣；将…贴现；贬损；低估；忽视

136 Disney 2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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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isrupt 1 [dis'rʌpt] vt.破坏；使瓦解；使分裂；使中断；使陷于混乱 adj.分裂的，中断的；分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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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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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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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dollars 2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44 domestic 1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
145 don 2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46 doubtful 1 ['dautful] adj.可疑的；令人生疑的；疑心的；不能确定的

147 drilled 1 [drɪl] n. 钻孔机；钻子；反复操练；播种机 v. 练习；钻孔；(军事)训练

148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149 drinks 1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
150 drives 1 n. 驱动程序；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.

151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152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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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earth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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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aster 1 ['i:stə] n.复活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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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Edwards 1 ['edwədz] n.爱德华兹（姓氏）

158 egg 1 n.蛋；卵子；家伙；鸡蛋 vt.煽动；怂恿 n.(Egg)人名；(法、英)埃格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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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jection 1 [i'dʒekʃən] n.喷出；排出物

161 Elaine 1 [e'lein] n.伊莱恩（女子名）

162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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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164 energetic 1 [,enə'dʒetik] adj.精力充沛的；积极的；有力的

165 entertainment 1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
166 equator 1 [i'kweitə] n.赤道

167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8 Eugene 1 ['ju:dʒi:n] n.尤金（男子名）

169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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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72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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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74 every 4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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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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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79 existence 1 [ig'zistəns] n.存在，实在；生存，生活；存在物，实在物

180 expensive 3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181 express 1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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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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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Fahrenheit 3 ['færəhait] adj.华氏温度计的；华氏的 n.华氏温度计；华氏温标

186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87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88 fan 1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
189 farhadi 1 法尔哈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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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February 4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92 female 5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93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94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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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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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ireworks 1 英 ['faɪəwɜːks] 美 ['faɪə̩ wɜːks] n. 烟火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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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fitted 2 ['fitid] adj.合适的；订做的；有…设备的 v.适应（fit的过去分词）；合适；为…提供设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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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lares 1 [fleəs] n. 喇叭裤 名词flare的复数形式.

202 flavors 1 ['fleɪvə] n. 风味；特殊的滋味；风格；调味品 vt. 加调料于...；给...添加情趣

203 flew 1 [flu:] v.飞，飞翔（fly的过去式） n.(Flew)人名；(英)弗卢

204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205 Florida 2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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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flying 3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208 following 2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20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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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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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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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fresca 1 弗雷斯卡

214 from 1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15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216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217 gallon 1 ['gælən] n.加仑（容量单位） n.(Gallon)人名；(法、意、瑞典)加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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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g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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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get 7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20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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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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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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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5 going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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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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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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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gradually 1 ['grædjuəli] adv.逐步地；渐渐地

229 gravitational 1 [,grævi'teiʃənəl] adj.[力]重力的，[力]引力的

230 grid 1 [grid] n.网格；格子，栅格；输电网

231 groceries 1 n.杂货；食品；生活用品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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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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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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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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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38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39 heat 3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240 heats 1 [hiː t] n. 热度；热；热烈；激烈；发烧 v. (使)变热；(使)激动

241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242 here 9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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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higher 7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45 highest 3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46 hi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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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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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249 hol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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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holes 1 英 [həʊlz] 美 [hoʊlz] n. 洞；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.

251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252 hotel 2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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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how 6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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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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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hungry 1 ['hʌŋgri] adj.饥饿的；渴望的；荒年的；不毛的

258 Hunts 1 [hʌnts] n.狩猎，追捕（hunt的复数形式） v.狩猎，搜索（hunt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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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ihop 1 国际薄烤饼店（InternationalHouseofPancakes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261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262 images 2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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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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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5 in 34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266 inch 1 [intʃ] n.英寸；身高；少许 vt.使缓慢地移动 vi.慢慢前进 n.(Inch)人名；(英)英奇

267 in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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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inflation 3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269 inflations 1 n.（充气而引起的）膨胀( inflation的名词复数 ); 通货膨胀

270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71 informative 1 [in'fɔ:mətiv] adj.教育性的，有益的；情报的；见闻广博的

272 instruments 2 ['ɪnstrəmənt] n. 仪器；乐器；工具；器械 v. 用器械（或仪器）装备；向…提交文书

273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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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invention 1 [in'venʃən] n.发明；发明物；虚构；发明才能

275 investigate 1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
276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7 is 1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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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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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its 9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81 itself 2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82 July 2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83 jumped 1 [dʒʌmp] n. 跳跃；跳动；上涨 v. 跳越；暴涨

284 ju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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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kami 1 n. (日语)(神道教的)神

286 kayak 3 ['kaiæk] n.皮船；爱斯基摩小艇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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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kibara 1 木原(姓,日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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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lakers 1 湖人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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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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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294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295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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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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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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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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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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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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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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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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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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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307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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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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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310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311 machines 1 [mə'ʃiː n] n. 机器；做事效率高的人；工具；车辆 v. 以机器制造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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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magnetic 2 [mæg'netik] adj.地磁的；有磁性的；有吸引力的

314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315 maintained 1 [meɪn'teɪnd] 维护

316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317 ma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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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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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maple 1 ['meipl] n.枫树；淡棕色 n.(Maple)人名；(英)梅普尔；(法)马普勒

321 march 5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322 maximum 1 ['mæksiməm] n.[数]极大，最大限度；最大量 adj.最高的；最多的；最大极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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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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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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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327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
328 measurements 1 ['meʒəmənts] n. 尺寸 名词measurement的复数形式.

329 memorial 1 [英 [mə'mɔ:rɪəl] 美 [məˈmɔriəl, -ˈmor] n.纪念碑，纪念馆；纪念仪式；纪念物 adj.记忆的；纪念的，追悼的

330 menus 1 ['menjuːz] n. 菜单 名词menu的复数形式.

331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332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33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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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Milwaukee 1 [mil'wɔ:ki:] n.（美国）密尔沃基

335 mission 3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336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337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338 month 3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3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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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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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mouse 1 [maus, mauz] n.鼠标；老鼠；胆小羞怯的人 vt.探出 vi.捕鼠；窥探

343 moxie 1 ['mɔksi] n.精力；勇气

344 muc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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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named 2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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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nasa 3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347 nasty 1 [['nɑ:sti, 'næs-] adj.下流的；肮脏的；脾气不好的；险恶的 n.令人不快的事物 性的吸引力

348 natasha 1 [nə'tɑ:ʃə] n.娜塔莎（女子名，等于Natascha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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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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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nearest 1 ['nɪərɪst] adj. 最近的

352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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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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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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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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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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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now 8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61 observation 1 [,ɔbzə:'veiʃən] n.观察；监视；观察报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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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observes 1 英 [əb'zɜːv] 美 [əb'zɜ rːv] v. 观察；遵守；注意到；庆祝

364 occur 1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
365 of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66 O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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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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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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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70 only 2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371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372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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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orbit 4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
374 orbiter 9 ['ɔ:bitə] n.人造卫星；盘旋物

375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376 origins 1 ['ɒrɪdʒɪnz] n. 起源 名词origin的复数形式.

377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78 out 6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379 ov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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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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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382 pack 1 [pæk] n.包装；一群；背包；包裹；一副 vt.包装；压紧；捆扎；挑选；塞满 vi.挤；包装货物；被包装；群集 n.(Pack)人
名；(英、德)帕克

383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384 pair 1 [pεə] n.一对，一双，一副 vt.把…组成一对 n.(Pair)人名；(英、法)佩尔

385 panama 1 [,pænə'mɑ:] n.巴拿马（位于拉丁美洲）；巴拿马城

386 pancake 1 ['pænkeik] n.薄烤饼；粉饼；平降（全称pancakelanding） vi.平坠着陆；平展 vt.使平坠著陆；使平展

387 parades 1 n. 游行；检阅 名词parade的复数形式.

388 parker 14 n.停放车辆的人 n.(Parker)人名；(英、俄、西、瑞典、德、捷)帕克 n.(Parker)派克笔

389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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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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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particles 1 ['paː tɪklz] n.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.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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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passes 2 ['paː sɪz] n. 途径；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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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peak 2 [pi:k] n.山峰；最高点；顶点；帽舌 vt.使达到最高点；使竖起 vi.消瘦；到达最高点；变憔悴 adj.最高的；最大值的 n.
(Peak)人名；(英)皮克

396 pent 1 [pent] adj.被关闭的；郁积的 n.单斜顶棚 v.把…关于围栏；把…关起来；囚禁（pen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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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pepper 1 ['pepə] n.胡椒；辣椒；胡椒粉 vt.加胡椒粉于；使布满 n.(Pepp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)佩珀

399 pepsi 1 ['pepsi] n.[食品]百事可乐（一种饮料的商标名称）

400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401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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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403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404 place 2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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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407 plasma 2 ['plæzmə] n.[等离子]等离子体；血浆；[矿物]深绿玉髓

408 pl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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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
410 polar 1 ['pəulə] adj.极地的；两极的；正好相反的 n.极面；极线 n.(Polar)人名；(德、西)波拉尔

411 positioning 1 [pə'ziʃəniŋ] n.[计]定位；配置，布置 v.[计]定位（position的现在分词）；放置

412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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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
415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416 predicted 2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417 price 3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418 priced 1 [praist] adj.[物价]附有定价的 v.给…定价（price的过去分词）

419 prices 4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420 pricier 1 adj.价格高的，昂贵的( pricey的比较级 )

421 pricing 1 ['praɪsɪŋ] n. 定价 动词pri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22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423 probe 6 [prəub] n.探针；调查 vi.调查；探测 vt.探查；用探针探测 n.(Probe)人名；(法)普罗布

424 probes 5 英 [prəʊb] 美 [proʊb] n. 调查；查究；探针；探测器 v. 用探针测；探测；详细调查

425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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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protect 3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428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429 questions 3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430 rachel 2 ['reitʃəl] n.雷切尔（女子名）

431 rat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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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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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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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4 realized 1 ['riː əlaɪz] vt. 实现；了解；意识到；变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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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realtor 1 ['riəltə, -tɔ:] n.（美）房地产经纪人

437 rea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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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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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regions 1 ['ri:dʒənz] n. 区域，地区，地带（名词region的复数形式）

441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442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443 relates 1 [rɪ'leɪt] v. 叙述；使有联系；有关联；涉及；符合；发生共鸣

444 relevant 1 adj.相关的；切题的；中肯的；有重大关系的；有意义的，目的明确的

445 rely 1 [ri'lai] vi.依靠；信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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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rent 1 [rent] n.租金 vt.出租；租用；租借 vi.租；出租 n.(Rent)人名；(瑞典)伦特

448 rental 3 ['rentəl] n.租金收入，租金；租赁 adj.租赁的；收取租金的

449 renting 1 ['rentɪŋ] n. 租用 动词ren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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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resonance 1 ['rezənəns] n.[力]共振；共鸣；反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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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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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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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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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sample 1 ['sɑ:mpl, 'sæ-] vt.取样；尝试；抽样检查 n.样品；样本；例子 adj.试样的，样品的；作为例子的 n.(Sample)人名；(英)桑
普尔

457 sand 1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458 satellites 2 n. 卫星；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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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savers 1 n.拯救者( saver的名词复数 ); 储蓄者; 救星; 救球的运动员

461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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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63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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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schweppe 1 n. 施韦普

466 schweppes 1 n. 史威士公司（英国软饮料公司后来与吉百利公司合并）

467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68 searches 1 英 [sɜ tːʃ] 美 [sɜ rːtʃ] v. 搜寻；探求；调查 n. 搜寻；搜索；调查

469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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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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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sent 3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473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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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4 separately 1 ['sepəritli] adv.分别地；分离地；个别地

475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476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477 she 1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话·威妥玛)

478 shield 3 [ʃi:ld] n.盾；防护物；保护者 vt.遮蔽；包庇；避开；保卫 vi.防御；起保护作用 n.(Shield)人名；(英)希尔德

479 shields 1 n.盾（shield的名词复数）；护罩；盾形奖牌；保护人 vt.掩护（shiel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庇护；给…加防护罩 n.
（英）希尔兹（人名）

480 shift 1 [ʃift] n.移动；变化；手段；轮班 vi.移动；转变；转换 vt.转移；改变；替换
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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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482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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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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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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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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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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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soda 1 ['səudə] n.苏打；碳酸水 n.(Soda)人名；(意)索达；(日)曾田(姓)

492 soft 2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493 solar 22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
尔

494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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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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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498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499 space 6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500 spacecraft 2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
501 spacecrafts 1 [s'peɪskrɑ fːts] 航天器

502 specifically 1 [spi'sifikəli] adv.特别地；明确地

503 spending 2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04 spends 1 [s'pendz] n. 开支，花费（spend的复数形式） v. 花费（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05 spite 1 [spait] n.不顾；恶意；怨恨 vt.刁难；使恼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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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sprites 1 n.鬼怪，小妖精，调皮鬼( sprite的名词复数 )

508 star 2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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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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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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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513 sticker 1 ['stikə] n.尖刀；难题；张贴物；坚持不懈的人 vt.给…贴上标签价 adj.汽车价目标签的；汽车标签价的 n.(Sticker)人名；
(德)施蒂克
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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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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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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516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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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sugar 1 ['ʃugə] n.糖；食糖；甜言蜜语 vt.加糖于；粉饰 vi.形成糖 n.(Sugar)人名；(英)休格

518 sum 1 [sʌm] n.金额；总数 vi.概括 vt.总结；合计 n.(Sum)人名；(英)萨姆；(柬)孙；(俄、德、捷)苏姆；(越)森

519 summ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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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sun 23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521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522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523 sweepstakes 1 ['swi:psteiks] n.赌金；比赛；赌金的独得；赌金独得赛马

524 sweet 1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
525 swim 1 [swim] vi.游泳；漂浮；浸；眩晕 vt.游过；使浮起 n.游泳；漂浮；眩晕 adj.游泳时穿戴的

526 syrup 2 ['sirəp, 'sə:-] n.糖浆，果汁；含药糖浆

527 syrupy 1 ['sirəpi, 'sə:-] adj.糖浆的；糖浆似的

52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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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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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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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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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534 teamed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535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536 temperatures 3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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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tha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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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thankful 1 ['θæŋkful] adj.感谢的；欣慰的

540 tha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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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the 8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42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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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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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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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47 these 8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48 they 1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49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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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52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553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554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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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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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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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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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59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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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0 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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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tickets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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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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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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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tinkering 1 n.铸补，熔补 v.做焊锅匠，笨拙的修补（tink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565 to 6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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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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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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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69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70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571 Tours 2 [tuə; tu:r] n.图尔斯（姓氏）；图尔市（法国城市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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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574 tracking 1 ['trækiŋ] n.追踪，跟踪 v.跟踪（track的ing形式）

575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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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travel 4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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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travel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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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80 trip 2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58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82 two 10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83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584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
585 uber 1 n.Uber，优步（美国一家科技公司） n.Uber，人名：（德）乌贝尔，（英）尤伯

586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587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588 underway 1 ['ʌndə'wei] adj.进行中的；起步的；航行中的 n.[公路]水底通道

589 unidentified 6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90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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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unprecedented 2 [,ʌn'presidəntid] adj.空前的；无前例的

593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5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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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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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us 3 pron.我们

597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98 vacation 2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
599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600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01 Venus 1 ['vi:nəs] n.[天]金星；维纳斯（爱与美的女神）

602 Vermont 1 [və:'mɔnt] n.佛蒙特州（美国州名，略作VT）

603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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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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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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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5 videotape 4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606 viewpoints 1 [v'juːpɔɪnts] 观点

607 views 1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608 voice 3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609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610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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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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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w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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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4 weath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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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website 2 ['websaɪt] n. 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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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7 what 4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618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619 wherever 1 [hwεə'evə] adv.无论什么地方；究竟在哪里 conj.无论在哪里；无论什么情况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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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622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623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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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wind 3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626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627 winners 1 温纳斯

628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629 with 10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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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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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2 withstand 3 [wið'stænd, wiθ-] vt.抵挡；禁得起；反抗 vi.反抗

6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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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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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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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7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38 years 6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639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640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41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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