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4-20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ard 1 [ə'bɔ:d] adv.在飞机上；[船]在船上；在火车上 prep.在…上

2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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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knowledging 1 [ək'nɒlɪdʒɪŋ] adj. 确认的；承认的 动词acknowled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5 adapting 1 [ə'dæptɪŋ] n. 配合；适应 动词adap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6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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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ministration 5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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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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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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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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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irline 1 ['εəlain] n.航空公司；航线 adj.航线的

14 airlines 3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15 airplane 1 ['εəplein] n.飞机

16 airports 1 ['eəpɔː ts] 机场

17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18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19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0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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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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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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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mmunition 1 [,æmju'niʃən] n.弹药；军火 vt.装弹药于 vi.装弹药

26 amtrak 1 ['æmtræk] abbr.美国铁路公司（Americantrack）

2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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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nd 3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0 announcer 1 [ə'naunsə] n.[广播]广播员；宣告者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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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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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35 apart 3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36 apparent 1 [ə'pærənt] adj.显然的；表面上的

37 appeal 1 [ə'pi:l] vi.呼吁，恳求；上诉；诉诸，求助；有吸引力，迎合爱好；（体育比赛中）诉诸裁判 n.呼吁，请求；吸引力，
感染力；上诉；诉诸裁判 vt.将…上诉，对…上诉

38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39 application 1 n.应用；申请；应用程序；敷用；（对事物、学习等）投入

40 appoint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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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 appreciative 1 [ə'pri:ʃiətiv] adj.感激的；赏识的；有欣赏力的；承认有价值的

42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
43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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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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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45 aren 1 阿伦

46 Arlette 2 n. 阿莱特

47 arm 1 n.手臂；武器；袖子；装备；部门 vi.武装起来 vt.武装；备战

48 arming 1 ['ɑːmɪŋ] n. 武装；装备；战斗准备 动词arm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9 arriving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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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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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assistance 3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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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 aunt 1 [ɑ:nt, ænt] n.阿姨；姑妈；伯母；舅妈

55 Austin 1 ['ɔ:stin] n.奥斯丁（人名）；英国制汽车牌名

56 authority 2 [ɔ:'θɔrəti] n.权威；权力；当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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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59 babies 1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60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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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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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agging 1 ['bægiŋ] n.装袋；[纺]制袋材料 v.把…装入袋中（bag的ing形式）

64 bastian 1 巴斯蒂安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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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attlefield 1 ['bætlfi:ld] n.战场；沙场

67 be 1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6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69 been 8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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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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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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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besides 1 [bi'saidz] adv.此外；而且 prep.除…之外

74 beyond 2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75 biden 4 n. 拜登(姓氏)

76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77 blue 2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78 boarding 1 ['bɔ:diŋ] n.木板；寄膳宿；上船 adj.供膳的 v.用木板遮住；收费为…供膳（board的ing形式）

79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80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
81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82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83 bus 1 [bʌs] n.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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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bu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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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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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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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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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calls 2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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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91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92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3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94 CDC 3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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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
97 chairman 1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
98 chances 2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99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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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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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heered 1 [tʃiəd] 欢呼，动词ch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03 chiefs 1 n. 首领（chief的复数）

104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105 citing 1 ['saɪtɪŋ] n. 引用；引证；举例 动词ci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06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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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nn 8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09 coded 3 英 ['kəʊdɪd] 美 ['koʊdɪd] adj. 编码的；制成密码的；间接表达的 动词co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0 codes 1 英 ['kəʊdz] 美 ['koʊdz] n. 码 名词code的复数形式.

111 coding 1 ['kəudiŋ] n.译码 v.把…编码（code的ing形式）

112 colleague 1 ['kɔli:g] n.同事，同僚

113 color 7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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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16 com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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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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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omm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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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20 concentrating 1 英 ['kɒnsntreɪt] 美 ['kɑːnsntreɪt] v. 专心；集中；浓缩 n. 浓缩物

121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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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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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

125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126 contributions 1 [kɒntrɪb'ju ʃːnz] 贡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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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onvinced 1 [kən'vinst] adj.确信的；深信的 v.使确信（convince的过去分词）；说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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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31 correspondent 3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132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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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3 counterparts 1 ['kaʊntəpɑ tːs] n. 相关者；相似之物；副本；对应物 名词counterpart的复数形式.

134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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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ou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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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138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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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141 cure 1 [kjuə] vt.治疗；治愈；使硫化；加工处理 vi.治病；痊愈；受治疗；被硫化；被加工处理 n.治疗；治愈；[临床]疗法 n.
(Cure)人名；(罗)库雷；(法)屈尔；(英)丘尔；(塞)楚雷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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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davida 1 n. 黛维达(f

144 days 3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45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146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147 deciding 1 [di'saidiŋ] adj.决定性的；无疑的 v.决定（decide的现在分词）

148 decision 3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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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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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
152 demands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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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54 department 2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55 detention 1 [di'tenʃən] n.拘留；延迟；挽留

156 deterred 1 英 [dɪ'tɜ (ːr)] 美 [dɪ'tɜ rː] vt. 阻止；威慑；威吓

15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8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59 diplomatic 1 [,diplə'mætik] adj.外交的；外交上的；老练的

160 disappointing 1 [,disə'pɔintig] adj.令人失望的；令人扫兴的 v.令人失望（disappoint的ing形式）；辜负…的期望

161 disarray 1 [,disə'rei] n.无秩序；杂乱；衣冠不整 vt.使混乱；弄乱；使脱去衣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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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istrict 2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164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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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doe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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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67 d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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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8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69 done 3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70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171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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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dress 1 [dres] vt.给…穿衣 vi.穿衣 n.连衣裙；女装 n.(Dre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德雷斯

173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174 duty 2 ['dju:ti, 'du:-] n.责任；[税收]关税；职务 n.(Duty)人名；(英)迪蒂

175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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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e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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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78 ed 1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
179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80 en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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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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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envy 1 ['envi] n.嫉妒，妒忌；羡慕 vt.嫉妒，妒忌；羡慕 vi.感到妒忌；显示出妒忌

184 equipment 4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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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87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88 ev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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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90 exceeds 1 [ɪk'siː d] vt. 超过；超出 vi. 领先

191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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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expended 1 [ɪk'spend] vt. 花费；消耗

194 expire 2 [ik'spaiə, ek-] vi.期满；终止；死亡；呼气 vt.呼出（空气）

195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196 extended 3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
197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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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200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201 Federal 4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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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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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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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ierce 1 [fiəs] adj.凶猛的；猛烈的；暴躁的 n.(Fierce)人名；(英)菲尔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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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fighters 1 歼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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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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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flights 3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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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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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4 for 1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5 forces 2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216 forcibly 1 ['fɔ:səbli] adv.用力地；强制地；有说服力地

217 forget 1 [fə'gɛt] vt.忘记；忽略 vi.忘记 n.(Forget)人名；(法)福尔热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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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220 fraternal 2 [frə'tə:nl] adj.兄弟般的；友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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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222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3 fulfill 1 [ful'fil] vt.履行；实现；满足；使结束（等于fulfil）

224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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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genius 2 n.天才，天赋；精神 n.（Genius）妙选

227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28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29 girl 2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230 go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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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232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33 grandmother 1 ['grænd,mʌðə] n.祖母；女祖先 vt.当…的祖母 vi.当祖母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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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green 2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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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38 hack 1 vt.砍，猛踢 vi.砍，非法侵入（他人计算机系统） n.雇佣文人；杂务人员；砍 n.(Hack)人名；(英、西、芬、阿拉伯、毛
里求)哈克；(法)阿克

239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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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0 hallie 1 ['hæli] n.哈利；哈莉（人名）

241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42 has 5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243 hasselquist 1 n. 哈塞尔奎斯特

244 hassle 1 ['hæsl] vt.找麻烦，搅扰；与…争辩；使…烦恼 n.困难，麻烦；激战 vi.争论，争辩 n.(Hassle)人名；(瑞典)哈斯勒

245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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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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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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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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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250 heav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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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52 henrik 1 n. 亨里克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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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hesitant 1 ['hezitənt] adj.迟疑的；踌躇的；犹豫不定的

255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256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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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ho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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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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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howitzers 1 n.榴弹炮( howitzer的名词复数 )

261 identical 4 [ai'dentikəl] adj.同一的；完全相同的 n.完全相同的事物

262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63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64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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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5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266 in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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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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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269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70 infants 1 Iroquois Night Fighter And Night Tracker System 易洛魁夜间攻击机与夜间追踪系统

271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272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273 into 4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274 introducing 1 [ɪntrəd'juːsɪŋ] n. 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75 invaded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276 inventory 1 ['invəntəri, -tɔ:ri] n.存货，存货清单；详细目录；财产清册

277 involves 2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278 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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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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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82 jake 1 [dʒeik] adj.上等的，满意的 n.家伙，乡下佬 n.(Jake)人名；(英)杰克(男子教名Jacob的昵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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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Jeanne 2 [dʒi:n] n.珍妮（女子名，等于Joanna）

285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286 judge 4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287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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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justi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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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9 Kathryn 1 n. 凯瑟琳

290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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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292 ki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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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kids 2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294 kimball 1 n.金伯尔（男子名）

295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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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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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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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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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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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like 5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302 likening 1 ['laikən] vt.比拟；把…比作

303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304 listening 1 ['lisəniŋ] adj.收听的；助听的 n.倾听 v.听（liste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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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Lloyd 1 [lɔid] n.劳埃德（男子名）

307 lobby 1 ['lɔbi] n.大厅；休息室；会客室；游说议员的团体 vt.对……进行游说 vi.游说议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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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8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309 longer 3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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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magnitude 1 ['mægnitju:d] n.大小；量级；[地震]震级；重要；光度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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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mandate 4 ['mændeit] n.授权；命令，指令；委托管理；受命进行的工作 vt.授权；托管

314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315 mask 6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316 masks 6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317 mass 4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318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319 may 6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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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meantime 1 ['mi:n'taim] n.其时，其间 adv.同时；其间

322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323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324 memories 1 ['memərɪz] n.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.

325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326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327 military 3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328 milley 1 米莱

329 million 2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330 mirror 1 ['mirə] n.镜子；真实的写照；榜样 vt.反射；反映

331 miserable 1 ['mizərəbl] adj.悲惨的；痛苦的；卑鄙的

332 misidentification 1 [mɪsaɪdentɪfɪ'keɪʃən] 错误辨识

333 mistakes 1 [mɪ'steɪk] n. 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. 误解；弄错

334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5 mizell 4 n. 米泽尔

336 mom 2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
337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38 monozygotic 2 [,mɔnəuzai'gɔtik] adj.[生物]单合子的；[生物]单卵的

339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40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41 moos 7 [mu ]ː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
342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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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most 3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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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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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muntean 2 蒙泰安

347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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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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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nail 4 [neil] vt.钉；使固定；揭露 n.[解剖]指甲；钉子 n.(Nail)人名；(法)纳伊；(土、阿拉伯、罗)纳伊尔

351 nailed 1 [neɪld] adj. 驻住；钉住；钉牢 动词n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2 nato 1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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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3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54 needed 4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55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356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357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58 nex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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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Niu 1 [nju ]ː abbr. 网络接口单元(=network interface unit)

360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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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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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63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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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numbered 1 ['nʌmbəd] adj. 有限的；总计的；指日可数的 动词numb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66 numerous 1 ['nju:mərəs] adj.许多的，很多的

367 obstructs 1 [əb'strʌkt] v. 阻隔；妨碍；阻塞

368 of 3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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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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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okay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v.可以；对；很好地 adj.可以；对；不错 n.同意，批准 int.好；行

373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374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375 O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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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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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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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operators 1 ['ɒpəreɪtəz] n. 操作员；管理者；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.

380 opponents 1 [ə'pəʊnənts] 对手

381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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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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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84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85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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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outfits 1 ['aʊtfɪt] n. 配备；用具；机构 vt. 配备；供应 vi. 得到装备

387 over 4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388 overturns 1 英 [ˌəʊvə'tɜːn] 美 [ˌoʊvər'tɜ rːn] v. 翻倒；推翻；颠覆 n. 倾覆；打翻

389 painted 1 ['peintid] adj.描画的；着色的；刷上油漆的 v.油漆（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Painted)人名；(瑞典)帕因特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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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parent 1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392 parenting 1 ['pεərəntiŋ] n.父母对子女的养育 v.教养（parent的ing形式）；做…的父亲或母亲

393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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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396 passenger 1 ['pæsindʒə] n.旅客；乘客；过路人；碍手碍脚的人

397 passengers 3 旅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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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8 pedicures 1 n.（修趾甲）医师( pedicure的名词复数 )

399 pentagon 1 ['pentəgən] n.五角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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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pete 1 [pi:t] n.保险箱，银箱

402 phase 1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403 picking 1 ['pikiŋ] n.采摘；掘，撬开；采得物；赃物 v.采摘，挑选，挑惕（pick的ing形式）

404 Plainfield 2 ['pleinfi:ld] n.平原镇（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北部）

405 planes 2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
406 polish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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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pose 1 vt.造成，形成；摆姿势；装模作样；提出…讨论 vi.摆姿势；佯装；矫揉造作 n.姿势，姿态；装模作样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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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10 posters 1 ['pəʊstəz] 招贴广告

411 pregnant 1 ['pregnənt] adj.怀孕的；富有意义的

412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13 prior 1 adj.优先的；在先的，在前的 n.小修道院院长；大修道院的副院长;（隐修院）会长;犯罪前科 n.(Prior)人名；(法、西、
葡、捷)普里奥尔；(英)普赖尔；(意)普廖尔

414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415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416 protesting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417 proud 1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418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419 public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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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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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422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23 quote 3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424 rd 2 abbr. (DOS命令) 删除空的子目录(=remove directory) abbr. 注册营养师(=Registered Dietitian) abbr. 乡村投递（=rural delivery）

425 re 1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26 recommend 1 [,rekə'mend] vt.推荐，介绍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托付 vi.推荐；建议

427 red 2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428 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29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430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431 required 3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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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requirements 3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434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435 resistance 1 [ri'zistəns] n.阻力；电阻；抵抗；反抗；抵抗力

436 respond 1 [ri'spɔnd] vi.回答；作出反应；承担责任 vt.以…回答 n.应答；唱和

437 responding 1 [rɪs'pɒndɪŋ] n. 反应；回答 动词respond的现在分词.

438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439 reviewing 1 [rɪ'vju ]ː n. 复习；回顾；检讨；评审 vt. 检阅；评论；温习；检讨 vi. 写评论

440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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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round 1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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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3 rounds 1 [raʊnds] n. 圆形物；球状物；圆舞 名词round的复数形式.

444 rule 4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445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46 ruling 5 ['ru:liŋ] adj.统治的；主要的；支配的；流行的，普遍的 n.统治，支配；裁定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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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Russia 5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449 Russian 2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450 saenz 2 n. 萨恩斯

451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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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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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say 4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454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455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56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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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seats 1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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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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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sending 4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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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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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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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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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67 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468 shipment 1 ['ʃipmənt] n.装货；装载的货物

469 shipments 2 [ʃiː p'mənts] n. 装运；货物 名词shipm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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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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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signals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
473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474 sisters 1 ['sɪstəz]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

475 so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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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477 some 4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478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479 sophisticated 1 [sə'fistikeitid] adj.复杂的；精致的；久经世故的；富有经验的 v.使变得世故；使迷惑；篡改（sophisticate的过去
分词形式）

480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481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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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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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3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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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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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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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488 steps 2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489 st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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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sto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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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492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493 subscribe 1 [səb'skraib] vi.订阅；捐款；认购；赞成；签署 vt.签署；赞成；捐助

494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495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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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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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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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500 swept 1 [swept] v.扫除（sw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扫频的

501 tactical 1 ['tæktikəl] adj.战术的；策略的；善于策略的

502 tactics 2 ['tæktiks] n.策略；战术；用兵学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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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4 tapper 1 ['tæpə] n.轻敲者；电报键 n.(Tapp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塔珀

505 t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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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507 ten 2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508 tend 1 [tend] vi.趋向，倾向；照料，照顾 vt.照料，照管

509 terminals 1 ['tɜːmɪnlz] n. 终端；终点 名词terminal的复数形式.

510 thankfully 1 ['θæŋkfulli] adv.感谢地；感激地

511 tha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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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the 9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13 their 8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514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15 themselves 2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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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18 these 6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19 they 1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2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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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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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Thomas 1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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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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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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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8 threw 1 [θru: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式）；丢弃

529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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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times 2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531 tip 1 vi.给小费；翻倒；倾覆 vt.给小费；倾斜；翻倒；装顶端 n.小费；尖端；小建议，小窍门；轻拍

532 to 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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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33 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534 toes 1 英 [təʊ] 美 [toʊ] n. 脚趾；足尖 vt. 趾触；趾踢 vi. 踮着脚尖走 abbr. 吨油当量（=Ton Oil Equivalent）

535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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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
538 t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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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540 trains 2 [treɪn] n. 列车；火车；行列；一系列 vt. 训练；培训；瞄准 vi. 进行锻炼，接收训练；练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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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transit 2 ['trænsit, -zit, 'trɑ:n-] n.运输；经过 vt.运送 vi.经过

543 transportation 6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544 trap 1 vt.诱捕；使…受限制；使…陷入困境；吸收；使…上当 n.陷阱；圈套；困境；[建]存水湾 vi.设陷阱 n.(Trap)人名；(英)特
拉普

545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546 travelers 2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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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8 trick 1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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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triple 1 ['tripl] adj.三倍的；三方的 n.三倍数；三个一组 vi.增至三倍 vt.使成三倍

551 triplets 9 ['trɪpləts] n. 三胞胎 名词triplet的复数形式.

55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53 truly 1 ['tru:li] adv.真实地，不假；真诚地 n.(Truly)人名；(英)特鲁利

554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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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557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558 twins 9 [twins] n.双生子，双胞胎（twin的复数）

55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60 type 4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5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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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Ukraine 9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563 Ukrainian 4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564 ukrainians 4 乌克兰人

565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566 unaware 1 [,ʌnə'wεə] adj.不知道的，无意的；未察觉到的 adv.意外地；不知不觉地

567 unexpected 1 [,ʌnik'spektid] adj.意外的，想不到的

568 unidentified 7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69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570 unlawful 1 [,ʌn'lɔ:ful] adj.非法的；私生的

571 unmasking 1 英 [ˌʌn'mɑːsk] 美 [ˌʌn'mæsk] v. 除去面具；揭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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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2 unpredictable 1 [,ʌnpri'diktəbl] adj.不可预知的；不定的；出乎意料的 n.不可预言的事

573 unsure 1 [,ʌn'ʃuə] adj.不确定的；不肯定的；没有自信的

574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575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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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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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urging 1 [ɜːdgɪŋ] adj. 催促的；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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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580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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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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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videotape 6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584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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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587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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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90 w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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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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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weaponry 2 ['wepənri] n.兵器，武器（总称）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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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4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595 wearing 3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596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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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weekly 1 ['wi:kli] adj.每周的；周刊的；一周一次的 n.周刊 adv.每周一次；逐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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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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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602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603 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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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4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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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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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6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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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white 4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608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609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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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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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11 Wisconsin 3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612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13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614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旺德（人名）

615 wore 1 [wɔ:] v.穿（衣服等）；戴（首饰等）；装着（wear的过去式）

616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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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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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7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618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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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0 wright 1 [rait] n.制作者；工人

62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62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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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625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626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27 you 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28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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