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4-08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4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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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3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3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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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that 22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7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i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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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Russia 15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0 by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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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this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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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4 at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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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be 1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6 court 1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17 O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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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you 1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9 a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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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uilding 10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21 they 1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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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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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5 s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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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war 8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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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have 7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29 crimes 6 [k'raɪmz] 犯罪

30 justice 6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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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president 6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3 Putin 6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
34 Ukraine 6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35 u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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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which 6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7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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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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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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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or 5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41 out 5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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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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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three 5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45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46 being 4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7 biden 4 n. 拜登(姓氏)

48 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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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riminal 4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51 few 4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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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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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more 4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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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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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supreme 4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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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Thursday 4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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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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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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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about 3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64 air 3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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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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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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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ivilian 3 [si'viljən] adj.民用的；百姓的，平民的 n.平民，百姓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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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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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vidence 3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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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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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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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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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height 3 [hait] n.高地；高度；身高；顶点

78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79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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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hospital 3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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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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island 3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83 Jackson 3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
84 Joe 3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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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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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nations 3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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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nominated 3 ['nɒmɪneɪtɪd] adj. 被提名的；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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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Puerto 3 n.垭口，港口，山口 n.(Puerto)人名；(西)普埃尔托

92 rights 3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93 Russian 3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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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senate 3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96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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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7 skinny 3 ['skini] n.机密情报；内部消息；小道消息 adj.皮的；皮包骨的；紧身的；小气的 n.(Skinny)人名；(纳米)斯金尼

98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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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steinway 3 n.(Steinway)人名；(德)施泰因韦；(英)斯坦韦 n.(Steinway)品牌名

100 sup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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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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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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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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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vote 3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105 want 3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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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08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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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accord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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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ctions 2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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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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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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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1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7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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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appointed 2 [ə'pɔintid] adj.约定的，指定的 v.任命；指定；约定时间，地点（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19 associate 2 [ə'səuʃieit, ə'səuʃiət, -eit] vi.交往；结交 n.同事，伙伴；关联的事物 vt.联想；使联合；使发生联系 adj.副的；联合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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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basketball 2 ['bɑ:skitbɔ:l, 'bæs-] n.篮球；篮球运动

122 blackout 2 ['blækaut] n.灯火管制；灯火熄灭；暂时的意识丧失

123 bombed 2 [bɔmd] adj.遭到轰炸的；醉的；被毒品麻醉了的 v.轰炸（bomb的过去式）

124 bombs 2 英 [bɒm] 美 [bɑːm] n. 炸弹 vt. 轰炸；投弹于 vi. 投弹；失败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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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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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Breyer 2 布雷耶（人名）

127 Chicago 2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128 chicken 2 n.鸡肉；小鸡；胆小鬼，懦夫 adj.鸡肉的；胆怯的；幼小的

129 civilians 2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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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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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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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democrats 2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134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35 drive 2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36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37 effect 2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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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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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42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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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foreman 2 ['fɔ:mən] n.领班；陪审团主席 n.(Foreman)人名；(英、西)福尔曼

144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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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Giltner 2 n. 吉尔特纳(在美国；西经 98º09' 北纬 40º47')

147 goes 2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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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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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51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52 insurance 2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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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Kansas 2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55 law 2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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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7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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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ocated 2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159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60 maternity 2 [mə'tə:niti] n.母性，母道；[妇产]妇产科医院 adj.产科的；产妇的，孕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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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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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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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parties 2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165 plant 2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166 political 2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167 position 2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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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pow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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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ratio 2 ['reiʃiəu, -ʃəu] n.比率，比例

170 referred 2 [rɪ'fɜ rːɪd] v. 归类(谈及；送交；参考；指点；折合) 动词re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1 republicans 2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172 retirement 2 [ri'taiəmənt] n.退休，退役

173 Rico 2 ['rikəu] abbr.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（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） n.(Rico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
意、葡)里科

174 ruler 2 ['ru:lə] n.尺；统治者；[测]划线板，划线的人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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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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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78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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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erve 2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180 shot 2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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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kyscraper 2 ['skai,skreipə] n.摩天楼，超高层大楼；特别高的东西

183 skyscrapers 2 ['skai̩ skreipəz] 摩天楼

184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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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tand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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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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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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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tall 2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189 theater 2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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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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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194 thousand 2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195 thru 2 [θru:] prep.经过 adv.穿越

196 tower 2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
197 Ukrainian 2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198 v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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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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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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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voted 2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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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weapon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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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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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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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8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09 wi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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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width 2 [widθ, witθ] n.宽度；广度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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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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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absentia 1 [æb'senʃiə] n.缺席；（拉）[内科]失神；失踪

214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215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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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218 allegations 1 [ælɪ'ɡeɪʃnz] 指称

219 alleged 1 [ə'ledʒd] adj.所谓的；声称的；被断言的 v.宣称（alle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断言

220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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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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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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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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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226 apartment 1 [ə'pɑ:tmənt] n.公寓；房间

227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228 appointments 1 n. 约定（appointment的复数）；[船] 设备

229 appreciation 1 [ə,pri:ʃi'eiʃən] n.欣赏，鉴别；增值；感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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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32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33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234 arrest 1 [ə'rest] vt.逮捕；阻止；吸引 n.逮捕；监禁 n.(Arrest)人名；(德)阿雷斯特

235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236 assembly 1 n.装配；集会，集合 n.汇编，编译

23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38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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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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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backup 1 ['bækʌp] n.支持；后援；阻塞 adj.支持的；候补的 vt.做备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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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baller 1 ['bɔ:lə] n.[机]切边卷取机，面团揉圆机；搓球机 n.(Baller)人名；(西)巴列尔；(德、英)巴勒

244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245 bans 1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246 baric 1 ['bærik] adj.气压的；钡的；含钡的

247 baskets 1 n. 篮子（basket的复数） v. 把…放入篮内（baske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48 battalion 1 [bə'tæljən] n.营，军营；军队，部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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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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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252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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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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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256 blew 1 [blu:] blow的过去式

257 blocks 1 ['blɒks] n.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.

258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259 bomblet 1 ['bɔmlit] n.小炸弹 n.(Bomblet)人名；(法)邦布莱

260 bound 1 adj.有义务的；必定的；受约束的；装有封面的 vt.束缚（bind的过去式，过去分词）；使跳跃 n.范围；跳跃 vi.限制；
弹起

261 box 1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262 brea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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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breaker 1 ['breikə] n.[电]断路器；打破者；碎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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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bro 1 [brəu] abbr.兄弟（brother） n.(Bro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、丹)布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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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Bucks 1 [bʌks] n.雄鹿队（篮球队名）；巴克斯（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郡名）

268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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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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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cancelled 1 ['kænsəld] adj. 被取消的；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73 catastrophic 1 adj.灾难的；悲惨的；灾难性的，毁灭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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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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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challenging 1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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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charged 1 [tʃɑ:dʒd] adj.带电的；充满感情的；气氛紧张的 vt.填充

279 charges 1 [t'ʃɑːdʒɪz] n. 费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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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circuit 1 ['sə:kit] n.[电子]电路，回路；巡回；一圈；环道 vi.环行 vt.绕回…环行

282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283 claiming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284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285 cluster 1 ['klʌstə] n.群；簇；丛；串 vi.群聚；丛生 vt.使聚集；聚集在某人的周围 n.(Cluster)人名；(英)克拉斯特

286 coal 1 [kəul] vi.上煤；加煤 vt.给…加煤；把…烧成炭 n.煤；煤块；木炭

287 combat 1 ['kɔmbæt, kəm'bæt] vt.反对；与…战斗 vi.战斗；搏斗 n.战斗；争论 adj.战斗的；为…斗争的 n.(Combat)人名；(法)孔巴

288 comeback 1 ['kʌmbæk] n.恢复；复原

289 command 1 [kə'mɑ:nd] vi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 vt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；远望 n.指挥，控制；命令；司令部 n.(Command)人名；(法)
科芒

290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291 committing 1 [kə'mɪtɪŋ] n. 委托；犯错误 动词comm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92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293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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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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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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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concert 1 [kən'sə:t, 'kɔnsə:t] n.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使协调；协同安排 vi.协调；协力 adj.音乐会用的；在音乐会上演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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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7 condominiums 1 [ˌkɒndə'mɪnɪəmz] n. 共有权；共同管辖区；共同管辖权 名词condominium的复数形式.

298 confirm 1 [kən'fə:m] vt.确认；确定；证实；批准；使巩固

299 confirmation 1 [,kɔnfə'meiʃən] n.确认；证实；证明；批准

300 congressional 1 [kən'greʃənəl] adj.国会的；会议的；议会的

301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302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

303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304 constructed 1 vt.构造，建造；创立，构筑；搭建（construct的过去分词）

305 contrary 1 ['kɔntrəri] adj.相反的；对立的 adv.相反地 n.相反；反面

306 conviction 1 n.定罪；确信；证明有罪；确信，坚定的信仰

307 convictions 1 信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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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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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311 counter 1 [英 [ˈkaʊntə(r)] 美 [ˈkaʊntɚ] n.柜台；对立面；计数器；（某些棋盘游戏的）筹码 vt.反击，还击；反向移动，对着干；
反驳，回答 vi.逆向移动，对着干；反驳 adj.相反的 adv.反方向地；背道而驰地

312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313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314 curbed 1 英 [kɜːb] 美 [kɜ rːb] n. 路边；克制；勒马绳 vt. 抑制；勒住；牵(狗)到合适地方大小便

315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316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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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dang 1 [dæŋ] int.讨厌；见鬼（等于damn） n.(Dang)人名；(印、德、印尼)丹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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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deliberately 1 [di'libərətli] adv.故意地；谨慎地；慎重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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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323 denied 1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4 deny 1 [di'nai] vt.否定，否认；拒绝给予；拒绝…的要求 vi.否认；拒绝

325 desk 1 [desk] n.办公桌；服务台；编辑部；（美）讲道台；乐谱架 adj.书桌的；桌上用的；伏案做的

326 developers 1 [dɪ'veləpəz] 开发商

32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328 douse 1 [daus] vt.插入水中；弄湿；弄熄；急速收帆；脱掉（衣鞋等） vi.浸泡 n.泼洒

329 dreamed 1 [dri:md] 梦想，幻想（dream的过去分词）

330 dunked 1 [dʌŋk] vt. 蘸一下水；浸泡；灌篮

331 economically 1 [,i:kə'nɔmikəli] adv.经济地；在经济上；节俭地

332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333 empire 1 ['empaiə] n.帝国；帝王统治，君权 n.(Empire)人名；(法)昂皮尔

334 endanger 1 [in'deindʒə] vt.危及；使遭到危险

335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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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estate 1 n.房地产；财产；身份

338 evacuation 1 [i,vækju'eiʃən] n.疏散；撤离；排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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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failure 1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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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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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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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345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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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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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fingers 1 ['fɪŋɡəz] n. 手指 名词finger的复数形式.

350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351 firefighters 1 ['faɪə̩ faɪtəz] n. 消防员（firefighter的复数）

352 fit 1 ['fit] vt.安装；使……适应；使……合身；与……相符 vi.符合，配合；适合；合身 adj.健康的；合适的；恰当的；准备好的
n.合身；发作；痉挛 n.(Fit)人名；(捷、罗)菲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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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floor 1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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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follow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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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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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foul 1 [faul] adj.犯规的；邪恶的；污秽的；淤塞的 vt.犯规；弄脏；淤塞；缠住，妨害 vi.犯规；腐烂；缠结 n.犯规；缠绕 adv.违
反规则地，不正当地

359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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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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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g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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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364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365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366 generator 1 ['dʒenəreitə] n.发电机；发生器；生产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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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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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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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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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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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373 Guinness 1 ['ginis] n.吉尼斯黑啤酒（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）

374 Hague 1 [heig] n.海牙（荷兰一座城市）

375 hall 1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376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377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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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headlines 1 ['hedlaɪn] n. 大字标题；新闻提要；头条新闻 v. 加标题于；宣扬；作主角

380 hemisphere 1 ['hemi,sfiə] n.半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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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
383 hiding 1 ['haidiŋ] n.隐匿；躲藏处；殴打 n.(Hiding)人名；(瑞典)希丁

384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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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86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387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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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89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390 hop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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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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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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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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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ideological 1 [,aidiəu'lɔdʒikəl, ,id:-,-ik] adj.思想的；意识形态的

395 ignite 1 [ig'nait] vt.点燃；使燃烧；使激动 vi.点火；燃烧

396 import 1 [im'pɔ:t, 'impɔ:t] n.进口，进口货；输入；意思，含义；重要性 vt.输入，进口；含…的意思 vi.输入，进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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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inches 1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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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incredibly 1 [in'kred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非常地

401 indiscriminate 1 [,indis'kriminət] adj.任意的；无差别的；不分皂白的

402 injuring 1 英 ['ɪndʒə(r)] 美 ['ɪndʒər] vt. 伤害；损害；损伤

403 intent 1 [in'tent] n.意图；目的；含义 adj.专心的；急切的；坚决的

404 interpret 1 [in'tə:prit] vt.说明；口译 vi.解释；翻译

405 invading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406 investigating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407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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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judicial 1 [dʒu:'diʃəl] adj.公正的，明断的；法庭的；审判上的

410 jurisdiction 1 [,dʒuəris'dikʃən] n.司法权，审判权，管辖权；权限，权力

411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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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justices 1 [d'ʒʌstɪsɪz] 公平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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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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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kick 1 [kik] vt.踢；反冲，朝后座 n.踢；反冲，后座力 vi.踢；反冲 n.(Kick)人名；(德)基克

416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417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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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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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kremlin 1 ['kremlin] n.克里姆林宫（前苏联政府） adj.克里姆林宫的；前苏联政府的

422 labeled 1 ['leɪbld] adj. 有标签的 动词la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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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Lawrence 1 ['lɔrəns] n.劳伦斯（男子名）

425 leap 1 [li:p] vi.跳，跳跃 n.飞跃；跳跃 vt.跳跃，跳过；使跃过 n.(Leap)人名；(法)莱亚
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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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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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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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429 lights 1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
430 lists 1 ['lists] n.竞技场 竞技场围栏

431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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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2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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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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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luxury 1 ['lʌkʃəri, 'lʌgʒəri] n.奢侈，奢华；奢侈品；享受 adj.奢侈的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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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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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mariupol 1 [,mɑ:ri:'u:pɔljə] n.马里乌波尔（苏联乌克兰东南部港市，日丹诺夫的旧称）

440 measurement 1 ['meʒəmənt] n.测量；[计量]度量；尺寸；量度制

441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442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443 membership 1 n.资格；成员资格；会员身份

444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445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446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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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missile 1 ['misail, -səl] n.导弹；投射物 adj.导弹的；可投掷的；用以发射导弹的

449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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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motivated 1 ['məutiveitid] adj.有动机的；有积极性的 v.使产生动机；激发…的积极性（motiv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52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453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454 nam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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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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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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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NCAA 1 abbr. (美国)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(=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)

458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459 Nebraska 1 [ni'bræskə] n.内布拉斯加州

460 Netherlands 1 ['neðələndz] n.荷兰（形容词Netherlandish）；地区名

461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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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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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nomination 1 [,nɔmi'neiʃən] n.任命，提名；提名权

465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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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offenses 1 n.进攻( offense的名词复数 ); （球队的）前锋; 进攻方法; 攻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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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470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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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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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74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75 overwhelmingly 1 [,ovə'hwelmiŋli] adv.压倒性地；不可抵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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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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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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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479 penalize 1 ['pi:nəlaiz] vt.处罚；处刑；使不利

480 penthouse 1 ['penthaus] n.阁楼；顶层公寓，屋顶房间

481 perspective 1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
482 piano 1 [pi'ænəu, pi'ɑ:-] n.钢琴 n.(Piano)人名；(法、意、葡)皮亚诺

483 players 1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
484 politically 1 [pə'litikli] adv.政治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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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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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488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489 promotes 1 英 [prə'məʊt] 美 [prə'moʊt] vt. 促进；提升；升迁；发起；促销，推销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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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proportional 1 [prəu'pɔ:ʃənəl] adj.比例的，成比例的；相称的，均衡的 n.[数]比例项

492 prospective 1 [prəu'spektiv] adj.未来的；预期的 n.预期；展望

493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494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495 punishes 1 ['pʌnɪʃ] vt. 惩罚；粗暴对待 vi. 处罚

496 pursue 1 [pə'sju:, -'su:] vt.继续；从事；追赶；纠缠 vi.追赶；继续进行

497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98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499 random 1 ['rændəm] adj.[数]随机的；任意的；胡乱的 n.随意 adv.胡乱地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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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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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503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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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relations 1 [ri'leʃənz] n.关系；交往；事务

506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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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repeatedly 1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509 replacement 1 [ri'pleismənt] n.更换；复位；代替者；补充兵员

510 replacing 1 [rɪ'pleɪsɪn] adj. 更换的；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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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513 residence 1 ['rezidəns] n.住宅，住处；居住

514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515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516 restaurant 1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
517 rica 1 ['riː kə] (=reverse immune cytoadhesion) 反向免疫细胞粘着,(=righ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) 右颈内动脉

518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519 route 1 [ru:t, raut] vt.按某路线发送 n.路线；航线；通道
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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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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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英)朗宁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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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Russians 1 n. 俄罗斯人
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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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sauce 1 [sɔ:s] n.酱油；沙司；调味汁 vt.使增加趣味；给…调味 n.(Sauce)人名；(西)绍塞；(法)索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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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27 scatter 1 ['skætə] vi.分散，散开；散射 vt.使散射；使散开，使分散；使散播，使撒播 n.分散；散播，撒播

528 scheduled 1 英 ['ʃedju lː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29 seated 1 ['si:tid] adj.就座的；固定的；根深蒂固的 v.使坐下；为…提供座位（seat的过去分词）

530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531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532 separately 1 ['sepəritli] adv.分别地；分离地；个别地

533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534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535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536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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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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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signature 1 ['signətʃə] n.署名；签名；信号

54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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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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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544 skinniest 1 ['skɪni] adj. 皮的；皮包骨头的；很瘦的 n. <俚>内部消息

545 slapped 1 [slæp] n. 侮辱；掴；拍击声 vt. 侮辱；拍击；惩罚；申斥 adv. 直接地；正面地；突然地

546 slim 1 [slim] adj.苗条的；修长的；微小的；差的 vt.使…体重减轻；使…苗条 vi.减轻体重；变细 n.(Slim)人名；(阿拉伯)萨利姆；
(英、西)斯利姆

547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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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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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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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sp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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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554 staff 1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555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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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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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Stephen 1 ['sti:vən] n.斯蒂芬（男子名）
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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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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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562 studio 1 ['stju:diəu, 'stu:-] n.工作室；[广播][电视]演播室；画室；电影制片厂

563 stumbling 1 ['stʌmbliŋ] adj.障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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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4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565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66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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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suspend 1 [sə'spend] vt.延缓，推迟；使暂停；使悬浮 vi.悬浮；禁赛

569 suspends 1 [sə'spend] v. 暂停；悬浮；中止；勒令停职

570 suspension 1 [sə'spenʃən] n.悬浮；暂停；停职

571 sway 1 [swei] vt.影响；统治；使摇动 vi.影响；摇摆 n.影响；摇摆；统治 n.(Sway)人名；(以)斯韦

572 sworn 1 [swɔ:n] adj.发过誓的；宣誓过的 v.发誓（swear的过去分词）

573 tag 1 [tæg] n.标签；名称；结束语；附属物 vt.尾随，紧随；连接；起浑名；添饰 vi.紧随 n.(Tag)人名；(丹)塔；(阿拉伯)塔杰
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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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tallest 1 ['tɔː lɪst] adj. 最高的

576 targeting 1 ['tɑːɡɪtɪŋ] n. 目标 动词ta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77 targets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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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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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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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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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thermo 1 ['θə:məu] adj.热的；热电的

585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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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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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589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590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591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592 tournament 1 ['tuənəmənt, 'tɔ:-, 'tə:-] n.锦标赛，联赛；比赛

593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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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5 tribune 1 ['tribju:n, tri'b-] n.护民官；讲坛；看台；公民权利保护者

596 trio 1 ['tri:əu] n.三重唱；三件一套；三个一组 n.(Trio)人名；(意)特里奥

597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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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600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60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02 unduly 1 [,ʌn'dju:li] adv.过度地；不适当地；不正当地

603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604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605 unnerving 1 [,ʌn'nə:viŋ] adj.使人紧张不安的 n.除神经法 v.使失去气力，使丧失勇气，使焦躁（unnerv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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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us 1 pron.我们

608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09 utility 1 [ju:'tiləti] n.实用；效用；公共设施；功用 adj.实用的；通用的；有多种用途的

610 vacuum 1 ['vækjuəm] n.真空；空间；真空吸尘器 adj.真空的；利用真空的；产生真空的 vt.用真空吸尘器清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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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1 vapor 1 ['veipə] n.蒸汽；烟雾 vt.使……蒸发；使……汽化 vi.蒸发；吹牛；沮丧

612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6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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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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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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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6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617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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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61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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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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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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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3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6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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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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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6 wider 1 [waɪdə] adj. 更宽的；更广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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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8 wind 1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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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9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630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31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632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633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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