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4-15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gail 1 ['æbi,geil] n.使女；丫头

2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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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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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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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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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9 aerobic 1 [,eiə'rəubik] adj.需氧的；增氧健身法的

10 affected 2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 afford 1 [ə'fɔ:d] vt.给予，提供；买得起 n.(Afford)人名；(英)阿福德

12 Africa 6 ['æfrikə] n.非洲

13 African 3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4 africans 1 n. 非洲人（Africa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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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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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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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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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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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24 air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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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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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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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lready 4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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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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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mir 1 [ə'miə] n.埃米尔（穆斯林国家的酋长等称号）；贵族 n.(Amir)人名；(阿拉伯、以、英)阿米尔(参见Emir)

31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32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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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nd 3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5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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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nxiety 1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37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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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39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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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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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43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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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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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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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asteroid 2 ['æstərɔid] n.[天]小行星；[无脊椎]海盘车；小游星 adj.星状的

47 asteroids 1 ['æstərɔɪdz] n. [天]小行星（在火星与木星之间）；[动]海星 名词asteroid的复数形式.

48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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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atmosphere 3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50 authors 1 [图情] 者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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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53 bakery 2 ['beikəri] n.面包店

54 battle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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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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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een 9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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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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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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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elt 2 [belt] n.带；腰带；地带 vt.用带子系住；用皮带抽打 vi.猛击 n.(Belt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)贝尔特

64 benefit 2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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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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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68 bleats 1 [bliː t] n. 羊的鸣声；哀鸣 v. 发出羊叫声；哀鸣；哭诉

69 bleed 1 [bli:d] vt.使出血；榨取 vi.流血；渗出；悲痛

70 blockaded 1 英 [blɒ'keɪd] 美 [blɑ 'ːkeɪd] n. 【C】封锁；阻碍物 vt. 封锁；挡住

71 bombing 1 ['bɔmiŋ] n.[军]轰炸，[军]投弹 v.轰击；引爆炸弹（bomb的ing形式）

72 bread 1 [bred] n.面包；生计 vt.在…上洒面包屑

73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74 bringing 1 [briŋ] vt.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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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brought 2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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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
79 burpee 4 n.(Burpee)人名；(英)伯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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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b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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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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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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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alculated 1 ['kælkjuleitid] adj.计算出的；适合的；有计划的 v.计算；估计；打算（calc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5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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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87 ca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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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9 Caroline 1 n.（女子名）卡洛琳;卡罗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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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 cash 1 [kæʃ] n.现款，现金 vt.将…兑现；支付现款 n.(Cash)人名；(英)卡什

91 catastrophe 1 [kə'tæstrəfi] n.大灾难；大祸；惨败

92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93 CDC 2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94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95 Chad 1 [tʃæd] n.乍得（非洲国名）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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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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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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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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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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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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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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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lock 1 [klɔk] n.时钟；计时器 vt.记录；记时 vi.打卡；记录时间 n.(Clock)人名；(英)克洛克

105 closer 2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106 cne 1 [计] 经认证的Netware工程师

107 cnn 6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08 coa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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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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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111 collapsed 1 [kə'læpzd] adj. 倒塌的

112 collapsing 1 [kə'læpsɪŋ] n. 毁坏(压扁；折叠；伸缩)

113 come 2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14 comet 3 ['kɔmit] n.[天]彗星 n.(Comet)人名；(法)科梅

115 comets 2 科梅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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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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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119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20 conclusion 1 [kən'klu:ʒən] n.结论；结局；推论

121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122 conflict 2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123 constantly 1 ['kɔnstəntli] adv.不断地；时常地

124 containers 2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
125 continent 2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126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27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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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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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ost 2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31 couch 1 [kautʃ] n.睡椅，长沙发；床；卧榻 vi.蹲伏，埋伏；躺着 vt.使躺下；表达；弯下 n.(Couch)人名；(英)库奇

132 could 9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33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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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4 cours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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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cracks 1 [kræk] v. 破裂；砸开；发出爆裂声；撞击；破解；变嘶哑；崩溃；制裁；<非正式>开玩笑 n. 裂缝；裂痕；爆裂声；猛
击；尝试；俏皮话 adj. 训练有素的

136 crews 1 [kru ]ː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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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crops 1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
139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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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
142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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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45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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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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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elivery 1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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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depression 3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151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152 destroying 1 [dɪ'strɔɪ] v. 破坏；杀死；消灭；摧毁

153 devastating 1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
154 diabetes 1 [,daiə'bi:ti:z] n.糖尿病；多尿症

155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6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57 digging 1 ['digiŋ] n.挖掘，采掘 v.挖掘，发掘（dig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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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160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161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62 disruptions 1 n.中断( disruption的名词复数 ); 分裂; 瓦解; 破坏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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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documented 1 ['dɒkjʊməntɪd] adj. 备有证明文件的；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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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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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doubled 1 ['dʌbld] adj. 两倍的；快步走的；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8 dough 1 [dəu] n.生面团；金钱

169 down 3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70 downhill 1 ['daun'hil] adv.下坡；向下；每况愈下 adj.下坡的；容易的 n.下坡；滑降

171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172 drought 1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173 Durban 2 ['də:bən] n.德班（南非东部港市）

174 dust 1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
175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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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art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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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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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8 east 3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79 economist 1 [i'kɔnəmist] n.经济学者；节俭的人

180 economists 1 [ɪ'kɒnəmɪsts] 经济理论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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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lectrical 1 [i'lektrikəl] adj.有关电的；电气科学的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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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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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entirely 1 [in'taiə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

186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87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88 eve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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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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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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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2 exercise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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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94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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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export 2 [ik'spɔ:t, 'eks-, 'ekspɔ:t] n.输出，出口；出口商品 vi.输出物资 vt.输出，出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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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fail 1 [feil] vi.失败，不及格；破产；缺乏；衰退 vt.不及格；使失望；忘记；舍弃 n.不及格 n.(Fail)人名；(葡、捷)法伊尔；(法)法
伊

199 famine 1 ['fæmin] n.饥荒；饥饿，奇缺

200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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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203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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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fertile 1 adj.富饶的，肥沃的；能生育的

206 fertilizer 3 ['fə:tilaizə] n.[肥料]肥料；受精媒介物；促进发展者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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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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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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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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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fissures 1 ['fɪʃəz] n. 龟裂；裂缝；裂沟 名词fissure的复数.

214 flooding 3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215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216 flowed 1 英 [fləʊ] 美 [floʊ] n. 流动；涨潮；流；流量 vi. 流动；涌出；飘动；流畅 vt. 淹没

217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218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9 food 3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20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1 for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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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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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2 forecast 1 ['fɔ:kɑ:st] vt.预报，预测；预示 n.预测，预报；预想 vi.进行预报，作预测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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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25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226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7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228 frozen 1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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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g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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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gave 2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232 generational 1 [,dʒenə'reiʃənəl] adj.一代的；生育的

233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34 gets 3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35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236 glad 1 adj.高兴的；乐意的 vt.使......高兴 n.(Glad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德；(英)格莱德；(法、挪)格拉

237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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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40 grain 2 [grein] n.粮食；颗粒；[作物]谷物；纹理 vi.成谷粒 vt.使成谷粒 n.(Grain)人名；(法)格兰

241 grou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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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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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guidance 1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244 guinea 1 ['gini] n.几内亚；基尼（英国旧时金币名）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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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6 haggis 1 ['hægis] n.（苏格兰）肉馅羊肚；羊肉杂碎布丁 n.(Haggis)人名；(法)阿吉

247 haley 1 ['heili:] n.哈利（人名）

248 half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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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halfway 1 ['hɑ:f'wei] adv.到一半；在中途 adj.中途的；不彻底的

250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251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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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hav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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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haven 2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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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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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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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260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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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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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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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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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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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5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66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267 hits 3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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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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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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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horrifying 1 ['hɔrifaiiŋ] adj.令人恐惧的；使人惊骇的 v.令人恐惧；使人毛骨悚然（horrify的ing形式）

272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273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74 hurting 1 adj.受伤害的；受损的 v.伤害；伤心；弄痛（hurt的ing形式）

275 ice 2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276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277 if 7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78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279 imports 2 [ɪm'pɔː ts] n. 进口商品；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.

280 improve 2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281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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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2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83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284 insecurity 1 [,insi'kjuərəti] n.不安全；不牢靠；无把握；心神不定

285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286 intense 2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287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288 interstellar 2 [,intə'stelə] adj.[航][天]星际的

289 into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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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invented 1 [ɪn'ventɪd] v. 发明；创造，捏造（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 已发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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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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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issa 2 n. (东北非的)伊萨人

294 it 28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295 item 1 n.条款，项目；一则；一件商品（或物品） adj.又，同上 v.记下；逐条列出

296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97 jama 1 ['dʒɑːmə] n. <口>睡衣裤

298 James 1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299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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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Kenya 1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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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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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305 KwaZulu 1 n.(Kwazulu)人名；(纳米)夸祖卢

306 Lagos 1 ['leigɔs; 'lɑ:gəs] n.拉各斯（尼日利亚的首都）

307 lambaste 1 [læm'beist] vt.痛打；严责；鞭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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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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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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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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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1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312 let 2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313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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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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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318 loaf 1 [ləuf] n.条，一条面包；块；游荡 vt.游荡；游手好闲；虚度光阴 vi.游荡；游手好闲；虚度光阴

319 loc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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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lombardi 1 n.(Lombardi)人名；(西、意、英)隆巴尔迪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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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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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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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low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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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327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328 mains 1 [meinz] n.电源；[电]干线，输电干线（main的复数） n.(Mains)人名；(英)梅因斯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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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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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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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mapped 1 ['mæpt] 动词m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334 mariam 1 n. 马里亚姆; 玛丽亚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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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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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mckenzie 4 麦肯齐（人名） 马更些（地名）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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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9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340 meteor 4 ['mi:tiə] n.流星；[气象]大气现象

341 meteorite 1 ['mi:tiərait] n.陨星；流星

342 meteorites 1 ['miː tiəraɪts] 陨石

343 meteoroid 1 ['mi:tiərɔid] n.[天]流星体

344 meteors 1 流星和陨星

345 midnight 1 ['midnait] n.午夜，半夜12点钟 adj.半夜的；漆黑的

346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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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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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350 mode 1 [məud] n.模式；方式；风格；时尚 n.(Mode)人名；(德、英、法、乍、瑞典)莫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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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1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352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53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354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55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56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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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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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mount 1 vt.增加；爬上；使骑上马；安装，架置；镶嵌，嵌入；准备上演；成立（军队等） vi.爬；增加；上升 n.山峰；底
座；乘骑用马；攀，登；运载工具；底座 n.（英）芒特（人名） v.登上；骑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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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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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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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mud 1 [mʌd] vt.弄脏；用泥涂 vi.钻入泥中 n.泥；诽谤的话；无价值的东西

363 muddy 1 ['mʌdi] adj.泥泞的；模糊的；混乱的 vt.使污浊；使沾上泥；把…弄糊涂 vi.变得泥泞；沾满烂泥

364 mudslides 1 n.（沿缓坡而下的）徐缓黏滞泥流，泥流( mudslide的名词复数 ); 泥石流

365 muscle 1 ['mʌsl] n.肌肉；力量 vt.加强；使劲搬动；使劲挤出 vi.使劲行进

366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67 mutton 1 n.羊肉

368 Myers 1 n.迈尔斯（姓氏）

369 naismith 1 n.(Naismith)人名；(英)奈史密斯

370 named 2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371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372 natal 1 ['neitəl] adj.出生的；诞生的；分娩的；出生地的 n.(Nat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)纳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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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375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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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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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northeast 1 [,nɔ:θ'i:st] adj.东北的；向东北的；来自东北的 n.东北 adv.向东北；来自东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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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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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382 of 4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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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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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O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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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on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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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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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or 6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390 orbiting 1 ['ɔː 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
391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392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9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94 our 8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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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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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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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pace 1 n.一步；步速；步伐；速度 vi.踱步；缓慢而行 vt.踱步于；用步测 n.(Pace)人名；(捷)帕采；(英)佩斯；(法)帕斯；(罗)帕
切

399 paced 1 [peist] adj.步调的；步伐的 v.踱步（pace的过去式）

400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401 Papua 1 ['pæpjuə] n.巴布亚岛（新几内亚岛NewGuinea的旧名）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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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pat 1 [pæt] adj.恰好的；熟练的；合适的 adv.恰好；熟记地 n.轻拍；小块；轻拍声 vt.轻拍 vi.轻拍 n.(Pat)人名；(泰)巴

404 pa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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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pendleton 2 n.彭德尔顿（人名，地名）

406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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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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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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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pH 3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411 Phillips 2 ['filips] n.飞利浦（电子产业集团）；菲利普斯（姓氏）

412 physiologist 1 [,fizi'ɔlədʒist] n.生理学家，生理学者

413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414 piece 2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415 pl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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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plantations 1 [plæn'teɪʃnz] 种植园股票

417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
418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419 port 1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420 Ports 1 n.[水运]港口，[电子][计]端口（port的复数） n.宝姿（服装品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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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powerhouses 1 n.强大的集团[组织]( powerhouse的名词复数 ); 精力充沛的人，身强力壮的人

423 precipitation 1 n.[化学]沉淀，[化学]沉淀物；降水；冰雹；坠落；鲁莽

424 precisely 1 [pri'saisli] adv.精确地；恰恰

425 pressures 1 英 ['preʃə(r)] 美 ['preʃər] n. 压强；压力；压迫 v. 施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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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primary 1 ['praiməri] adj.主要的；初级的；基本的 n.原色；最主要者

428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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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processed 1 [p'rəsest] adj. 经加工的；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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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producers 1 生产性

433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434 profitable 1 ['prɔfitəbl] adj.有利可图的；赚钱的；有益的

435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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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province 1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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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8 psychiatry 1 [psai'kaiətri, psi-] n.精神病学；精神病治疗法

439 publish 1 ['pʌbliʃ] vt.出版；发表；公布 vi.出版；发行；刊印

440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441 pus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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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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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3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444 rain 2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445 rains 3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
446 r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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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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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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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50 recommendations 1 建议

451 recommended 2 [rekə'mendɪd] adj. 被推荐的 动词recom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52 recommends 1 [ˌrekə'mend] vt. 推荐；建议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使可取

453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454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455 refuse 1 [ri'fju:z, ri:-] n.垃圾；废物 vt.拒绝；不愿；抵制 vi.拒绝

456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57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458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459 research 2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460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61 restore 1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
462 risk 3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463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464 ro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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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rocks 2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466 routine 1 [ru:'ti:n] n.[计]程序；日常工作；例行公事 adj.日常的；例行的

467 royal 2 ['rɔiəl] adj.皇家的；盛大的；女王的；高贵的；第一流的 n.王室；王室成员

468 rubble 1 ['rʌbl] n.碎石，碎砖；粗石堆

469 runners 1 [rʌnɚs] n. 滑行装置；页边行数；跑步者，赛跑选手 名词runner的复数形式.
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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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Russia 3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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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sanctions 1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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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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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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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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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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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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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2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483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484 senegal 1 [,senə'gɔ:l] n.塞内加尔（非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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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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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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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88 shipping 1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
489 shooting 1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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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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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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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shun 1 [ʃʌn] vt.避开，避免；回避 n.(Shun)人名；(日)春(姓)

495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496 significantly 1 adv.显著地；相当数量地

497 slash 1 [slæʃ] vt.猛砍；鞭打；严厉批评；大幅度裁减或削减 vi.猛砍；严厉批评 n.削减；斜线；猛砍；砍痕；沼泽低地

498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499 slopes 1 英 [sləʊp] 美 [sloʊp] n. 倾斜；斜坡；斜面；斜率；斜线 vt. 使倾斜 vi. 倾斜；有坡度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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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sluggish 1 ['slʌgiʃ] adj.萧条的；迟钝的；行动迟缓的；懒惰的 n.市况呆滞；市势疲弱

502 smacked 1 [smæk] n. 掌击声；打；劈啪声；咂嘴声；响吻 n. 风味；少许 v. 用掌击；拍打 v. 带有 ... 风味 adv. 猛然地；直接地

503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504 snack 1 [snæk] n.小吃，快餐；一份，部分 vi.吃快餐，吃点心

505 snagged 1 ['snægid] adj.水中多障碍的；为障碍所阻的 n.勾破；攫取（sna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06 snowball 1 ['snəubɔ:l] n.雪球 vi.掷雪球；滚雪球般增大 vt.向…掷雪球；使滚雪球般增大 n.(Snowball)人名；(英)斯诺博尔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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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soaring 1 ['sɔ:riŋ] adj.翱翔的；高耸的；猛增的 v.高耸（soa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高飞；猛增

509 solar 2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
510 Somalia 2 [səu'mɑ:liə; -ljə] n.索马里（非洲）

511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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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513 sout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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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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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space 2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516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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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spending 2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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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stack 1 [stæk] n.堆；堆叠 vt.使堆叠；把…堆积起来 vi.堆积，堆叠 n.(Stack)人名；(英)斯塔克；(德)施塔克

521 stall 1 [stɔ:l] n.货摊；畜栏；托辞 vi.停止，停转；拖延 vt.拖延；使停转；使陷于泥中 n.(Stall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

522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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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525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526 stations 1 ['steɪʃn] n. 站；火车站；电视台；社会地位；牧羊场；驻地；岗位 v. 驻扎；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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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7 stems 1 [stem] n. 柄；茎；干；船首 vi. 起源于 vt. 抽去 ... 的梗；给 ... 装柄；逆 ... 而行；阻止，遏制

528 stomach 1 ['stʌmək] n.胃；腹部；胃口 vt.忍受；吃下 vi.忍受

529 storm 1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530 storms 1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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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stress 1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533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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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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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subscribed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
537 subtropical 1 [,sʌb'trɔpikəl] adj.[地理]亚热带的

538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539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540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541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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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suraj 1 苏拉杰

544 surface 5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545 surfaces 1 英 ['sɜ fːɪs] 美 ['sɜ rːfɪs] n. 表面；外表；平面 adj. 表面的；肤浅的 vt. 在 ... 上加表层；使 ... 成平面 vi. 浮到水面；显露；在
表面工作

546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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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8 tea 1 [ti:] n.茶叶；茶树；茶点 vt.给…沏茶 vi.喝茶；进茶点 n.(Tea)人名；(柬)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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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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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tha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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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tha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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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the 9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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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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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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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59 they 1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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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562 this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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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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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65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66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
567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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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570 tim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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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timed 1 [taimd] adj.定时的，同步的；时控的 v.合拍；为…安排时间；记录…的时间（time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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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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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tin 1 [tin] n.锡；罐头，罐；马口铁 adj.锡制的 vt.涂锡于；给…包马口铁 n.(Tin)人名；(缅、柬)丁；(印尼)婷；(越)信；(泰、土)
廷

574 to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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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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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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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tough 2 [tʌf] adj.艰苦的，困难的；坚强的，不屈不挠的；坚韧的，牢固的；强壮的，结实的 n.恶棍 vt.坚持；忍受，忍耐 adv.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
5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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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trajectory 1 ['trædʒiktəri, trə'dʒek-] n.[物]轨道，轨线；[航][军]弹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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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582 tremendous 1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
58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84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585 turns 2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586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587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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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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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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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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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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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us 2 pron.我们

595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596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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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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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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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vince 1 [vins] n.文斯（男子名，Vincent的昵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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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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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walked 1 [wɔː k] v. 步行；陪...走；散步；偷走；走过 n. 步行；散步；人行道

603 war 4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604 warships 1 ['wɔː ʃɪps] 军舰

605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06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6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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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8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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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610 wa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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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1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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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weakened 1 ['wiː 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
6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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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4 week 4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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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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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6 we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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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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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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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wheat 2 [hwi:t] n.小麦；小麦色 n.(Wheat)人名；(英)惠特

620 when 2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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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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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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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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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who 7 pron.谁；什么人

626 widened 1 ['waɪdn] vt. 加宽；使变宽；扩大 vi. 变宽

627 widespread 2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6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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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9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30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31 woolly 1 ['wuli] adj.羊毛的；模糊的；似羊毛的 n.羊；毛织衣服

632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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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33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634 workforce 1 ['wə:kfɔ:s] n.劳动力；工人总数，职工总数

6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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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6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37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638 worst 2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639 worth 2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640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64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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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3 yeast 1 [ji:st] n.酵母；泡沫；酵母片；引起骚动因素

644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645 YMCA 1 abbr.基督教青年会（YoungMen'sChristianAssociatio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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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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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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