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4-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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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符合；使适合

3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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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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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8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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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ir 9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1 airborne 1 ['εəbɔ:n] adj.[航]空运的；空气传播的；风媒的

12 aircraft 4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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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irfields 1 n.（较小的无建筑的）飞机场( airfield的名词复数 )

15 airplanes 3 飞机

16 airport 13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17 airports 2 ['eəpɔː ts] 机场

18 airspace 3 ['εəspeis] n.空域；领空；空间

19 alert 1 [ə'lə:t] vt.警告；使警觉，使意识到 adj.警惕的，警觉的；留心的 n.警戒，警惕；警报 n.(Alert)人名；(西)阿莱尔特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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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lliance 4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22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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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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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n 9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7 anchor 1 n.锚；抛锚停泊；靠山；新闻节目主播 vt.抛锚；使固定；主持节目 vi.抛锚 adj.末棒的；最后一棒的

28 and 4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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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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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pparently 1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
32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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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pproximately 1 [ə'prɔksimitli] adv.大约，近似地；近于

35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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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rtillery 1 [ɑ:'tiləri] n.火炮；大炮；炮队；炮术

38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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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40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41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42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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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lanta 8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44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45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46 aviation 1 [,eivi'eiʃən] n.航空；飞行术；飞机制造业

47 away 3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8 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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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50 bath 1 [bɑ:θ/bæθ] n.沐浴；浴室；浴盆 vt.洗澡 vi.洗澡

51 battleground 1 ['bætlgraund] n.战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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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4 bedroom 1 ['bedru(:)m] n.卧室 adj.两性关系的；城郊住宅区的

55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56 before 6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57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58 begin 4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59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60 belong 1 [bi'lɔŋ] vi.属于，应归入；居住；适宜；应被放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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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everage 1 ['bevəridʒ] n.饮料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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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ilateral 2 [,bai'lætərəl] adj.双边的；有两边的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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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67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68 bottleneck 1 ['bɔtlnek] n.瓶颈；障碍物

69 Bragg 1 [bræg] n.布拉格（姓氏）

70 breeds 1 [briː d] v. 繁殖；养育；引起，产生；教养 n. 品种；血统

71 Brian 1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
72 brigade 1 [bri'geid] n.旅；大部队；队列 vt.把…编成旅；把…编成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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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busiest 3 adj.最忙的（busy的最高级形式）

75 but 11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76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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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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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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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80 can 3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81 c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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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83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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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ast 1 [kɑ:s, kæst] vt.投，抛；计算；浇铸；投射（光、影、视线等） n.投掷，抛；铸件，[古生]铸型；演员阵容；脱落物 vi.投，
抛垂钓鱼钩；计算，把几个数字加起来 n.(Cast)人名；(法)卡斯特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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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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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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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hildhood 1 ['tʃaildhud] n.童年时期；幼年时代

90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91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92 chouteau 2 n. 舒托

93 chunks 1 [tʃʌŋk] n. 矮胖的人或物；厚块（片）；相当大的量 vt. （高尔夫球）没击中 vi. 发出猛冲的声音

94 clearances 1 [k'liərənsɪz] 间隙

95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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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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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nn 7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99 cockpit 1 ['kɔk,pit] n.驾驶员座舱；战场

100 coffee 1 ['kɔfi] n.咖啡；咖啡豆；咖啡色 n.(Coffee)人名；(英)科菲

101 col 1 [kɔl] n.山坳；出口；峡路

102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03 colonial 1 [kə'ləunjəl] n.殖民地居民 adj.殖民地的，殖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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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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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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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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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complexity 1 [kəm'pleksiti] n.复杂，复杂性；复杂错综的事物

109 conduct 1 ['kɔndʌkt, kən'dʌkt] vi.导电；带领 vt.管理；引导；表现 n.进行；行为；实施

110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111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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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14 controller 8 [kən'trəulə] n.控制器；管理员；主计长

115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116 convoy 1 ['kɔnvɔi, kən'vɔi] n.护送；护卫；护航队 vt.护航；护送

117 cooperate 1 [kəu'ɔpəreit] vi.合作，配合；协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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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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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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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ounci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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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23 countr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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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125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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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128 dangled 1 ['dæŋɡl] v. 摇晃；悬垂；挂着；追求 n. 摇摆；摇摆物

129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130 da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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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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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defend 2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
132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133 departure 1 [di'pɑ:tʃə] n.离开；出发；违背

134 departures 1 [dɪ'pɑ tːʃəz] n. 出发；出港 名词departure的名词形式.

135 deployed 2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
136 descending 1 [di'sendiŋ] adj.下降的；下行的 n.递减；下行 v.下降（descend的ing形式）

137 designed 2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38 destination 1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
13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40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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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irectly 2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43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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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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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oing 3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46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47 d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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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8 drill 1 n.训练；钻孔机；钻子；播种机；演习 vi.钻孔；训练 vt.钻孔；训练；条播 n.(Drill)人名；(德、英)德里尔

149 drilling 1 ['driliŋ] n.钻孔；训练，教练；演练 v.钻孔；训练（drill的ing形式）

150 drills 2 [drɪlz] n. 钻；训练；演习；斜纹布 名词drill的复数形式.

151 dr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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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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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art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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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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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157 emails 1 ['iː meɪlz] 邮件

158 emergencies 1 [ɪ'mɜːdʒənsɪz] n. 紧急事件；紧急需要 名词emergency的复数形式.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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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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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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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63 escalation 1 [,eskə'leiʃən] n.增加；扩大；逐步上升

16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5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66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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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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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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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171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72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173 exercise 1 ['eksəsaiz] n.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锻炼；练习；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运动；练习

174 exercises 1 ['eksəsaiz] n.练习题，演习；运动

175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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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fairy 1 n.仙女，小精灵；漂亮姑娘 adj.虚构的；仙女的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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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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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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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
181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82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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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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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fighter 1 ['faitə] n.战士，斗争者；斗士；奋斗者；好战者

186 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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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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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ir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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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firing 1 ['faiəriŋ] n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；生火 v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（fire的ing形式）；点燃；激励 n.(Firing)人名；(英)法尔林

190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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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five 3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92 flexing 1 ['fleksɪŋ] n. 挠曲；可挠性 动词flex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3 flies 1 [flaiz] n.苍蝇（fly的复数）；舞台上空，吊景区；裤子前面的开口 v.飞行；时间飞逝；乘飞机；飘动（fly的第三人称单
数）

194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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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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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ocused 1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8 fold 1 [fəuld] vt.折叠；合拢；抱住；笼罩 n.折痕；信徒；羊栏 vi.折叠起来；彻底失败

19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00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01 force 2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202 forces 6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203 fo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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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ort 1 [fɔ:t] n.堡垒；要塞；（美）边界贸易站 vt.设要塞保卫 vi.构筑要塞 n.(Fort)人名；(法)福尔；(德、英、西、葡、匈)福特

205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206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207 freeways 1 高速公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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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10 garage 2 n.车库；汽车修理厂；飞机库 vt.把……送入车库；把（汽车）开进车库 n.（阿拉伯）贾拉杰（人名）

211 gate 1 [geit] n.大门；出入口；门道 vt.给…装大门 n.(Gate)人名；(英)盖特；(法、瑞典)加特

212 Gates 1 n.[建]大门；关口（gate的复数形式） v.（英）禁止外出；给…安装门（gat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Gates)人名；(英)盖茨

213 Georgian 1 ['dʒɔ:dʒjən] adj.（英）乔治亚的；英国乔治王朝时代的；乔治王时代艺术风格的 n.乔治亚州人；乔治亚人

214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215 get 8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16 getting 4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17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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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g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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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9 going 3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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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220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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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go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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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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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guangzhou 2 ['gwɑ:ŋ'dʒəu] n.广州（广东省省会）

225 guiding 1 ['ɡaɪdɪŋ] n. 指导；导向；导航；引导 adj. 指导的；导航的；导向的 动词guide的现在分词.

226 guitar 2 [gi'tɑ:] n.吉他，六弦琴 vi.弹吉他

227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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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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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hamburg 1 ['hæmbə:g] n.汉堡（德国城市）

231 handed 1 ['hændid] adj.有手的；用...手的 v.帮助（hand的过去分词）；递送

232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233 Hartsfield 1 n. 哈茨菲尔德

234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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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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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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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Hawks 1 n.霍克斯（人名）；亚特兰大老鹰队（NBA球队名）

238 he 2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239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240 helicopters 1 ['helɪkɒptəz] n.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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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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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3 here 7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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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hiccup 1 ['hikʌp, -əp] n.打嗝 vi.打嗝 vt.呃逆着（或间断地）说出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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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highway 1 ['haiwei] n.公路，大路；捷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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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hom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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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horse 1 n.马；骑兵；脚架；海洛因 vt.使骑马；系马于；捉弄 vi.骑马；作弄人 n.(Horse)人名；(瑞典)霍尔瑟

251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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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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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in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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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6 indeed 1 [in'di:d] adv.的确；实在；真正地；甚至 int.真的（表示惊讶、怀疑、讽刺等）

257 infantry 1 ['infəntri] n.步兵；步兵团

258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
259 instructions 1 n.指令；说明（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60 international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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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int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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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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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invaded 2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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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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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5 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66 issuing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267 it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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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69 Jackson 1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
270 jets 1 [dʒet] n. 喷气式飞机；喷口；喷射；喷气式发动机 v. 喷射；喷出；搭乘喷射式飞机

271 job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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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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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jus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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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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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kid 2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276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77 lah 1 [lɑ:] n.C大调的第6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h)人名；(塞)拉赫；(柬)拉

278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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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landed 1 ['lændid] adj.拥有土地的；陆地上的 v.登陆，登岸（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

280 landing 2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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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283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84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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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layman 1 ['leimən] n.外行；门外汉；俗人；一般信徒 n.(Layman)人名；(英)莱曼

287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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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9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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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liked 1 [laikt] v.喜欢（like的过去式）

291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292 line 3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293 lined 1 [laɪnd] adj. 具线纹的；衬里的 动词l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4 Lithuania 1 [,liθju:'einiə] n.立陶宛

295 little 2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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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298 loo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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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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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301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302 lower 2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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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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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305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06 map 1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(法)马普

307 Maryland 2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308 matchbox 1 ['mætʃbɔks] n.火柴盒

309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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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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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mcgraw 1 麦格劳（人名）（苏格兰人、爱尔兰人姓氏）（美国地名）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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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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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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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member 3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318 memorabilia 1 [,memərə'biliə] n.大事记；值得纪念的事物

319 memorization 1 [,memərai'zeiʃən, -ri'z-] n.记住；暗记

320 message 2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321 michal 1 n.米甲（女子名）

322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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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325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26 military 5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327 milli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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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mine 1 [main] n.矿，矿藏；矿山，矿井；地雷，水雷 vt.开采，采掘；在…布雷 vi.开矿，采矿；埋设地雷 pron.我的 n.(Mine)人
名；(德、塞、土、毛里塔)米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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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minutes 2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331 misconstrue 1 ['miskən'stru:] vt.误解，曲解；误会

332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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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moved 2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34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335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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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muscles 1 ['mʌslz] n. 肌肉 名词muscle的复数形式.

338 music 3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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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nato 12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
341 nd 1 abbr.国债（NationalDebt）；国防（NationalDefence）；核装置（NuclearDevic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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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44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4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46 newsletter 1 ['nju:z,letə] n.时事通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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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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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north 3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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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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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of 2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54 off 10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355 official 3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356 Oklahoma 1 [,əuklə'həumə] n.美国俄克拉荷马州

357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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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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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once 4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361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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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op 1 ['əu'pi:] abbr.观测所（ObservationPost）；绝版（OutofPrint）；操作员（Operater） n.(Op)人名；(朝)业；(柬)奥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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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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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66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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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outside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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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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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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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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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parallel 1 ['pærəlel] n.平行线；对比 vt.使…与…平行 adj.平行的；类似的，相同的

373 paratroopers 1 n. 伞兵（paratrooper的复数形式）；空降兵；空挺部队

374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375 park 2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376 parking 2 ['pɑ:kiŋ] n.停车 adj.停车的 v.停车（park的ing形式） n.(Parking)人名；(英)帕金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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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passengers 2 旅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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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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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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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photo 1 ['fəutəu] n.照片

383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384 pilot 1 ['pailət] n.飞行员；领航员 adj.试点的 v.驾驶；领航；试用 n.(Pilot)人名；(意、印)皮洛特；(法)皮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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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pl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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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388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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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platoons 1 [plə'tuːn] n. 排；一组；团 v. 交替；在同一位置使用交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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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pl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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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please 1 [pli:z] vt.使喜欢；使高兴，使满意 vi.讨人喜欢；令人高兴 int.请（礼貌用语）

393 plug 1 [plʌg] n.插头；塞子；栓 vi.塞住；用插头将与电源接通 vt.插入；塞住；接插头

394 Poland 4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
395 polish 4 n.磨光，擦亮；擦亮剂；优雅，精良 vi.擦亮，变光滑 vt.磨光，使发亮；使完美;改进 v.磨光；修改；润色 adj.波兰的

396 popped 1 [pɔpt] adj.被警察局拘押的；被逮捕的 v.突然爆开；突然地出现；取出（pop的过去分词）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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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399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40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01 pretty 2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402 pride 1 n.自豪；骄傲；自尊心；狮群 vt.使得意，以...自豪 vi.自豪 n.（Pride）人名；（英）普赖德

403 probably 4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404 procedures 1 [prə'si:dʒəz] 操作

405 professionals 1 [prə'feʃənl] adj. 职业的; 专业的 n. 专家; 内行

406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407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408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409 pulls 1 [pʊl]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；吸引 n. 拉；拉力；引力；划船；影响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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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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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Putin 1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
413 quarantine 1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414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15 radar 2 ['reidə] n.[雷达]雷达，无线电探测器 n.(Radar)人名；(塞)拉达尔

416 ramp 2 [ræmp] n.斜坡，坡道；敲诈 vi.蔓延；狂跳乱撞；敲诈 vt.敲诈；使有斜面

417 ramps 1 [ræmps] n.[交]坡道（ramp的复数）；斜坡 v.横冲直撞；敲诈勒索（ramp的三单形式）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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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ready 2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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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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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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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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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rented 1 ['rentid] adj.租用的 v.租用；撕裂（rent的过去分词）

425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426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427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428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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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431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432 ride 1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
433 roll 1 [rəul] vt.卷；滚动，转动；辗 vi.卷；滚动；转动；起伏，摇晃 n.卷，卷形物；名单；摇晃 n.(Ro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
俄、罗、葡、捷、挪、西、瑞典)罗尔

434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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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435 rough 1 [rʌf] adj.粗糙的；粗略的；粗野的；艰苦的；未经加工的 vt.使粗糙；粗暴对待；草拟 n.艰苦；高低不平的地面；未经
加工的材料；粗糙的部分 vi.举止粗野 adv.粗糙地；粗略地；粗暴地 n.(Rough)人名；(英)拉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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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runway 3 ['rʌnwei] n.跑道；河床；滑道

438 runways 2 n.（机场的）跑道( runway的名词复数 )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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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Russia 7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441 Russian 4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442 Ryan 1 瑞恩；瑞安（人名）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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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sale 2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
445 satisfaction 1 [,sætis'fækʃən] n.满意，满足；赔偿；乐事；赎罪

446 saw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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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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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449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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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452 se 1 abbr.东南方（southeast） n.(Se)人名；(日)濑(姓)；(柬)塞
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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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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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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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457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458 senior 2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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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sequenced 1 ['siː kwəns] n. 顺序；连续；次序；一系列 vt. 按顺序排好

461 ser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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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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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shake 1 vt.动摇；摇动；震动；握手 vi.动摇；摇动；发抖 n.摇动；哆嗦

464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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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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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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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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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shout 2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
469 show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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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471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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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sign 2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474 since 4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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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5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476 sky 1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477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478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479 smoothly 1 ['smu:ðli] adv.平稳地，平滑地；流畅地，流利地

480 snapshot 1 ['snæpʃɔt] n.快照，快相；急射，速射；简单印象 vt.给…拍快照 vi.拍快照

481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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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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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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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songs 1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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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sparks 1 [spa:ks] n.（船或飞机上的）无线电通信师

487 spot 1 [spɔt] n.地点；斑点 vt.认出；弄脏；用灯光照射 vi.沾上污渍；满是斑点 adj.现场的；现货买卖的 adv.准确地；恰好

488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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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staging 1 ['steidʒiŋ] n.上演；分段运输；脚手架；乘驿马车的旅行 v.表演；展现；分阶段进行；筹划（stag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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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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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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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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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496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497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498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499 summary 1 adj.简易的；扼要的 n.概要，摘要，总结

500 supplies 2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501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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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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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swift 3 n.褐雨燕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；敏捷的；立刻的 adv.迅速地 n.(Swift)人名；(英)斯威夫特 n.苹果公司开创的新款编程语言，
应用于iOS8及以上的应用程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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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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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t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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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8 tale 1 [teil] n.故事；传说；叙述；流言蜚语 n.(Tale)人名；(塞)塔莱

509 talking 2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510 tanks 1 [tæks] n. 坦克 名词tank的复数形式.

511 taxi 1 ['tæksi] vi.乘出租车；滑行 vt.使滑行；用出租车送 n.出租汽车

512 taxing 1 ['tæksiŋ] adj.费力的；繁重的 v.征税（tax的ing形式）

513 Taylor 3 ['teilə] n.泰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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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teardrops 1 n. 泪滴（teardrop复数）

516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517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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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8 ten 2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519 Tennessee 1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520 terminal 1 ['tə:minəl] n.末端；终点；终端机；极限 adj.末端的；终点的；晚期的

521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522 territorial 1 [,teri'tɔ:riəl] adj.领土的；区域的；土地的；地方的 n.地方自卫队士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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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tha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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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26 tha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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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the 7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28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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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them 7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30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3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32 they 1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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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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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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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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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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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thrilled 1 [θrild] adj.非常兴奋的；极为激动的 v.激动（thrill的过去式）；[医]震颤
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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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thunderstorms 1 ['θʌndəstɔː mz] 雷暴

542 tim 1 [tim] n.蒂姆（男子名）

543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544 to 5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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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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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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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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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topics 1 abbr. 总联机程序和信息控制系统( =Total On-line Program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System ) n. 话题，主题，题目（名词
topic的复数）

550 torn 1 [tɔ:n] v.扯裂，撕开（tear的过去分词） n.(Torn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托恩

551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552 tower 1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
553 towers 2 ['taʊəz] n.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.

554 tracon 1 Terminal Radar Control 终端雷达控制
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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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traffic 6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557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58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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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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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562 treaty 1 ['tri:ti] n.条约，协议；谈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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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64 troops 5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565 truck 1 [trʌk] n.卡车；交易；手推车 vi.驾驶卡车；以物易物 vt.交易；以卡车运输 adj.（美）运货汽车的 n.(Truck)人名；(德)特
鲁克

566 trying 2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567 two 5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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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Ukraine 10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570 Ukrainian 1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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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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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up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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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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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us 2 pron.我们

577 usa 2 [ˌjuːes'eɪ] abbr. (=United States of America)美国

578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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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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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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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visible 1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
584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5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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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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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volume 3 ['vɔlju:m] n.量；体积；卷；音量；大量；册 adj.大量的 vi.成团卷起 vt.把…收集成卷

588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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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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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592 war 6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593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594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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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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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we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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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weaponry 1 ['wepənri] n.兵器，武器（总称）

5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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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00 weath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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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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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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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4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605 w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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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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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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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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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8 where 7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609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10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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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613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14 Wilbur 1 ['wilbə] n.威尔伯（男子名，等于Wilber）

615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616 with 1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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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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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0 work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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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1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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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2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23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624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25 wright 1 [rait] n.制作者；工人

626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62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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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9 you 2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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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1 yours 1 pron.你（们）的东西；你的责任[义务]；你的家属；来信，尊函 adj.你（们）的（东西）；信末署名前用语

632 YouTube 2 英 ['ju tːjuːb] 美 ['ju tː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