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4-01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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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e 1 ['eikə] n.土地，地产；英亩

4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5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6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7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8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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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1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2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3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4 ain 1 [æn] adj.（苏格兰）自己的 n.艾因河；一种压缩软件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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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irplane 1 ['εəplein] n.飞机

17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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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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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ltogether 1 [,ɔ:ltə'geðə] adv.完全地；总共；总而言之 n.整个；裸体

21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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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meri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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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alyst 1 ['ænəlist] n.分析者；精神分析医师；分解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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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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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cient 2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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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32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33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34 ar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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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36 Argentina 1 [,ɑ:dʒən'ti:nə] n.阿根廷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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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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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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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41 attract 1 [ə'trækt] vt.吸引；引起 vi.吸引；有吸引力

42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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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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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ztec 1 ['æztek] n.阿芝特克人；阿芝特克语 adj.阿芝特克人的

46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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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and 1 n.带，环；[物]波段；(演奏流行音乐的)乐队 vi.用带绑扎；给...镶边 n.n.乐队；队；一群

48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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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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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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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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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egin 2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56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57 Belize 15 [be'li:z] n.伯利兹城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58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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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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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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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64 birds 2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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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ottleneck 1 ['bɔtlnek] n.瓶颈；障碍物

67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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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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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71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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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al 6 [kæl] abbr.计算机辅助学习（ComputerAssistedLearning）；平均计算寿命（CalculatedAverageLife） n.(Cal)人名；(西、葡)卡
尔；(土)贾尔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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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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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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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aptured 1 英 ['kæptʃə(r)] 美 ['kæptʃər] vt. 捕获；占领；夺取；吸引；(用照片等)留存 n. 捕获；战利品

77 care 2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78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9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80 central 3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81 chamber 1 ['tʃeimbə] n.（身体或器官内的）室，膛；房间；会所 adj.室内的；私人的，秘密的 vt.把…关在室内；装填（弹药等）
n.(Chamber)人名；(英)钱伯

82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83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84 chopped 1 [tʃɔpt] v.砍；斩碎；大量削减（chop的过去分词）

85 civilizations 1 [sɪvɪlaɪ'zeɪʃnz] n. 文明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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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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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cnn 5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88 coalition 1 [,kəuə'liʃən] n.联合；结合，合并

89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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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commerce 1 n.贸易；商业；商务

92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93 confident 1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
94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
95 conservation 5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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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98 considers 1 英 [kən'sɪdə(r)] 美 [kən'sɪdər] v. 考虑；思考；认为；体谅；注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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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oop 1 [ku:p] vt.把…关进笼子里；限制；拘禁 vi.值勤警察在警车里打瞌睡 n.鸡笼；小屋；捕鱼篓

101 coordinator 1 [kəu'ɔ:dineitə] n.协调者；[自]协调器；同等的人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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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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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orridor 3 n.走廊

105 corridors 1 ['kɒrɪdɔː z] 走廊

106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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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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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ox 1 [kɔks] vt.做...舵手；当艇长 vi.做舵手 n.舵手 n.(Cox)人名；(德、西、瑞典)科克斯；(英、法)考克斯

110 crabs 1 [kræb] n. 蟹；阴虱；爱争吵的人；[植]山楂子 v. 捕蟹；使横行；批评；抱怨

111 creek 3 [kri:k] n.小溪；小湾

112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113 crop 1 [krɔp] n.产量；农作物；庄稼；平头 vt.种植；收割；修剪；剪短 vi.收获

114 crucial 1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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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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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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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declining 1 [di'klainiŋ] adj.下滑的；衰退的；倾斜的 v.下降；衰退；婉谢（decline的ing形式）

120 decreased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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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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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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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25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26 diversity 1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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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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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rawings 1 ['drɔː ɪŋz] n. 提取款 名词drawing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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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droves 1 [d'rəʊvz] n. 一群人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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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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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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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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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37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138 elderly 1 ['eldəli] adj.上了年纪的；过了中年的；稍老的

139 elevated 1 ['eliveitid] adj.提高的；高尚的；严肃的；欢欣的 v.提高；抬起；振奋；提拔（elevate的过去分词） n.高架铁路

140 elma 2 n.埃尔玛（女子名）

141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42 emma 2 ['emə] n.艾玛（女子名）

143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44 employers 2 [ɪmp'lɔɪəz] 用人单位

145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146 enclosure 1 [in'kləuʒə] n.附件；围墙；围场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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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14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0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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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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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54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55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56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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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xplainer 1 [ɪksp'leɪnə] n. 【通信】说锰序；讲解员，阐述者

159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160 extensive 1 [ik'stensiv] adj.广泛的；大量的；广阔的

161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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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64 fearsome 1 ['fiəsəm] adj.可怕的；害怕的；极大的

165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66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67 Field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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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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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find 4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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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72 flamingo 2 [flə'miŋgəu] n.[鸟]火烈鸟

173 flamingos 1 英 [flə'mɪŋɡəʊ] 美 [flə'mɪŋɡoʊ] n. 火烈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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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flexibility 1 [,fleksi'biliti] n.灵活性；弹性；适应性

176 floyd 3 [flɔid] n.弗洛伊德（男子名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177 for 1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78 forest 8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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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82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83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
184 from 1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85 fugitive 1 ['fju:dʒitiv] adj.逃亡的；无常的；易变的 n.逃亡者；难捕捉之物

186 fulfilling 1 [fʊl'fɪlɪŋ] adj. 令人高兴的；令人满意 动词fulfill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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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gateway 1 ['geitwei] n.门；网关；方法；通道；途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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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genetic 1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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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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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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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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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6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97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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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00 Guatemala 1 [,gwæti'mɑ:lə] n.危地马拉（拉丁美洲国家）；危地马拉人

201 gulf 1 [gʌlf] n.海湾；深渊；分歧；漩涡 vt.吞没

202 habitat 1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203 habitats 1 ['hæbɪtæts] 生境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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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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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07 happening 2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208 hardship 1 ['hɑ:dʃip] n.困苦；苦难；艰难险阻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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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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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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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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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headed 1 ['hedid] adj.有头的；有标题的 v.率领（head的过去分词）；朝向；走在…的前头

214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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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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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18 Herman 1 ['hə:mən] n.赫尔曼（男子名）

219 hermit 1 ['hə:mit] n.（尤指宗教原因的）隐士；隐居者

220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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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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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22 hires 1 v.聘用；出租（hire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租金；租用；新雇用者（hire的复数） n.(Hires)人名；(匈)希赖什；(英)海尔斯

223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24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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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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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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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hotels 1 霍特尔斯

228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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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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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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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2 Inca 1 ['iŋkə] n.印加；印加人

233 increased 3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4 Indus 1 ['indəs] n.[天]印第安座；印度河（印度西北部的河流）

235 industries 2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23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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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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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40 isn 2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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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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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44 jaguar 10 ['dʒægjuə] n.[脊椎]美洲虎

245 jaguars 7 n. “美洲虎”战斗机

246 Jefferson 1 ['dʒefəsn] n.杰弗逊（姓氏）

247 job 4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48 jobs 6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249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50 jungle 1 ['dʒʌŋgl] n.丛林，密林；危险地带 adj.丛林的；蛮荒的

251 just 4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252 Kansas 1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53 kay 7 [kei] n.凯（女子名，等于Catherine）；K字形物 n.(Kay)人名；(中)祁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老、柬)凯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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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56 kingdom 1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257 kinks 1 [kɪŋks] n. 扭结；怪癖；妄想 名词kink的复数形式.

258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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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lagoon 1 [lə'gu:n] n.[地理][水文]泻湖；环礁湖；咸水湖

261 laid 1 [leid] v.放；铺设；安排（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松弛的；从容不迫的 n.(Laid)人名；(瑞典)莱德

262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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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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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la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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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66 leave 2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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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lef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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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9 leg 1 [leg] n.腿；支柱

270 less 2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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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lifeline 1 ['laiflain] n.生命线；救生索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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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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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277 looks 2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278 loose 1 [lu:s] adj.宽松的；散漫的；不牢固的；不精确的 vt.释放；开船；放枪 vi.变松；开火 adv.松散地 n.放纵；放任；发射 n.
(Loose)人名；(捷、瑞典)洛塞；(英)卢斯；(德)洛泽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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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281 manager 2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282 managing 1 ['mænidʒiŋ] adj.管理的；节约的；爱管闲事的 v.管理；设法对付（manage的ing形式）

283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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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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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match 1 [mætʃ] vt.使比赛；使相配；敌得过，比得上；相配；与…竞争 vi.比赛；匹配；相配，相称；相比 n.比赛，竞赛；匹
配；对手；火柴

287 mates 1 [meɪt] n. 配偶；伙伴；同事 vt. 使 ... 配对；使 ... 一致 vi. 交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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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maya 9 ['maiə] n.马雅人；马雅语 adj.马雅人的；马雅语的

290 Mayan 1 ['maiən, 'ma:jən] n.玛雅人；玛雅语 adj.玛雅人的；玛雅语的

291 me 2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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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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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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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95 mechanized 1 ['mekənaɪzd] adj. 机械的；呆板的 =mechanised(英). 动词mecha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96 Mexico 2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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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299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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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mixing 1 ['mɪksɪŋ] n. 混合；混频 动词mix的现在分词.

301 mono 1 ['mɔnəu, 'məu-] adj.单声道的（唱片等的，等于mononucleosis） n.单声道放音 n.(Mono)人名；(西、印)莫诺

302 moon 1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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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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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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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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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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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nation 3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311 nature 3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312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313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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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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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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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19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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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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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323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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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326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327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328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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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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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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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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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334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335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336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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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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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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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341 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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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343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44 panthera 2 ['pænθərə] n.豹属

345 parcel 1 ['pɑ:sl] n.包裹，小包 vt.打包；捆扎 n.(Parcel)人名；(英)帕斯尔

346 par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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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348 passion 1 ['pæʃən] n.激情；热情；酷爱；盛怒

349 past 3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350 patches 1 [pætʃ] n. 小片；补丁；眼罩；（贴在伤口的）膏药；【生态】斑块 vt. 修补；补缀；解决；掩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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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1 patchwork 1 ['pætʃwə:k] n.拼缝物，拼缀物；混杂物

352 patterns 1 ['pætənz] n. 式样；图案；样式；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.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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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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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5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56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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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perpetuity 1 [,pə:pi'tjuəti] n.永恒

358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359 personally 1 ['pə:sənəli] adv.亲自地；当面；个别地；就自己而言

360 pink 3 [piŋk] n.粉红色；化身，典范；石竹花；头面人物 vt.扎，刺，戳；使…变粉红色；使…面红耳赤 vi.变粉红色 adj.粉红
的；比较激进的；石竹科的；脸色发红的 n.(P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平克；(法)潘克

361 pirates 1 ['paɪrət] n. 海盗；盗版者 v. 盗版；抢劫；剽窃

362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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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364 populations 2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365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366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367 precarious 1 [pri'kεəriəs] adj.危险的；不确定的

368 preserve 2 vt.保存；保护；维持；腌；禁猎 n.保护区；禁猎地；加工成的食品；（某人或群体的）专门活动

369 prey 1 [prei] vi.捕食；掠夺；折磨 n.捕食；牺牲者；被捕食的动物 n.(Prey)人名；(英、法)普雷；(德)普赖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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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372 protected 4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373 prowl 1 [praul] vi.徘徊，潜行 vt.在…搜寻；潜行于 n.徘徊，潜行；悄悄踱步

374 purchased 1 ['pɜ tːʃəst] adj.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75 quarter 1 ['kwɔ:tə] n.四分之一；地区；季度；一刻钟；两角五分；节 vi.住宿；驻扎 vt.将…四等分；供某人住宿 num.四分之一

376 quit 4 [kwit] vt.离开；放弃；停止；使…解除 vi.离开；辞职；停止 n.离开；[计]退出 adj.摆脱了…的；已经了结的 n.(Quit)人
名；(英)奎特

377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378 quits 1 [kwits] adj.对等的；两相抵消的

379 quitting 1 [kwɪtɪŋ] n. 放弃；退出 动词qu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80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381 rat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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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rat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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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re 5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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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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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recor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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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388 relatives 1 [relə'tɪvz] n. 亲戚

389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
390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391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392 reserv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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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resignation 3 [,rezig'neiʃən] n.辞职；放弃；辞职书；顺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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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4 resignations 3 n.辞职( resignation的名词复数 ); 辞职书; 顺从; 听从

395 resigned 1 [ri'zaind] adj.顺从的；已辞职的；己放弃的 v.辞职；顺从（r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396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397 restaurants 1 餐馆

398 retail 1 ['ri:teil] vt.零售；转述 vi.零售 n.零售 adv.以零售方式 adj.零售的 n.(Retail)人名；(法)勒塔伊

399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400 reynold 2 ['renəld] n.雷诺（男子名）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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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roaming 1 英 ['rəʊmɪŋ] 美 ['roʊmɪŋ] n. 漫游的 动词roam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03 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404 Romeo 1 ['rəumiəu] n.罗密欧（莎士比亚悲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之男主角）；热恋的男子

405 runaway 3 ['rʌnə,wei] adj.逃亡的；逃走的 n.逃跑；逃走的人

406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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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sacred 1 ['seikrid] adj.神的；神圣的；宗教的；庄严的

409 safaris 1 [sə'fɑ rːi] n. 旅行；旅行队；狩猎旅行 n. Safari 苹果系列产品的默认浏览器名称

410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411 said 3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412 Sanchez 3 n.桑切斯（姓氏）

413 sandpiper 1 ['sænd,paipə] n.[鸟]鹬

414 saw 2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415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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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says 6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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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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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searchers 1 n.搜索者，检查官( searcher的名词复数 )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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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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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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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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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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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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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26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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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429 si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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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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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singing 1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
433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434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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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5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436 sliver 1 ['slivə] n.梳毛，梳棉；裂片 vi.成为薄片；裂成小片 vt.使成薄片；使裂成小片

437 s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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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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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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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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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442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443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444 spread 2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445 squeezed 1 [skwiː z] v. 挤压；塞进；压榨；设法腾出 n. 挤压；少量；拥挤；严控；财政困难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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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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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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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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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52 story 1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453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454 stronghold 1 ['strɔŋhəuld, 'strɔ:ŋ-] n.要塞；大本营；中心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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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457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458 surf 1 [sə:f] n.海浪，拍岸浪 vt.在…冲浪 vi.作冲浪运动 n.(Surf)人名；(英)瑟夫

459 surrounded 2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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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swansboro 2 n. 斯旺斯伯勒(在美国；西经 77º08' 北纬 34º43')

462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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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4 tattoos 1 英 [tə'tu ]ː 美 [tæ'tu ]ː v. (在皮肤上)刺图案 n. 文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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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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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texas 2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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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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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the 7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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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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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there 9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75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76 they 1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77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478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479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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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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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482 threatened 2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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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thrive 1 [θraiv] vi.繁荣，兴旺；茁壮成长
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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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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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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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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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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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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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track 2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492 tracks 1 [t'ræks] n. 轨道；跑道；踪迹；小路；乐曲（名词track的复数） v. 追踪；跟踪（动词track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493 trail 1 vt.追踪；拖；蔓延；落后于 n.小径；痕迹；尾部；踪迹；一串，一系列 vi.飘出；蔓生；垂下；拖曳 n.(Trail)人名；(英)
特雷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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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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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trend 1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
497 tribes 1 特里韦斯

49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4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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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501 turtles 1 英 ['tɜ tːl] 美 ['tɜ rːtl] n. 高翻领；【动】龟，海龟 v. 倾覆，翻身；捕龟

502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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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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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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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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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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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510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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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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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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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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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voluntarily 1 ['vɔləntərili] adv.自动地；以自由意志

517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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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20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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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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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w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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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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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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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weir 7 [wiə] n.堰，坝；鱼梁（指拦截游鱼的枝条篱） n.(Weir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)魏尔；(英、爱)韦尔

5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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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29 wetland 1 ['wetlænd] n.湿地；沼泽地 n.(Wetland)人名；(德)韦特兰
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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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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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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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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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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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536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537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38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539 wildcat 1 ['waildkæt] n.野猫；莽撞的人 adj.不可靠的；鲁莽的 vi.盲目开掘油井；从事非法商业活动 vt.盲目钻探

540 wildlife 4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541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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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43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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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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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work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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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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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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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you 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551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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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zoo 1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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