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4-22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42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3 of 3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3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t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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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s 3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this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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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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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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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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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bu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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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for 1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w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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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you 1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5 plastic 12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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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cnn 10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8 has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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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mo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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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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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re 8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2 so 8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23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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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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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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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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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netflix 7 ['netfliː ks] n. 出租DVD；在线观看电影的网站。

29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0 ocean 7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31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2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3 ju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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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Kenya 6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35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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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st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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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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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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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9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0 coa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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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our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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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dow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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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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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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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 lamu 5 n. 拉穆(在缅甸；东经 94º10' 北纬 19º15')

46 mandate 5 ['mændeit] n.授权；命令，指令；委托管理；受命进行的工作 vt.授权；托管

47 now 5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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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par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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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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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subscribers 5 [səbsk'raɪbəz] n. 捐款人；订阅者 名词subscriber的复数.

52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3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4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5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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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administration 4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5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9 as 4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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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iden 4 n. 拜登(姓氏)

62 clip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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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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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65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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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litter 4 ['litə] n.垃圾；轿，担架；一窝（动物的幼崽）；凌乱 vt.乱丢；给…垫褥草；把…弄得乱七八糟 vi.产仔；乱扔废弃物 n.
(Litter)人名；(匈、德)利特

67 mask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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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masks 4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69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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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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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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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public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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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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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vide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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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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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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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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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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80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81 all 3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82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83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84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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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7 com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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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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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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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verything 3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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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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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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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Indian 3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95 lake 3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96 li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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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loc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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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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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manufactured 3 [mænjʊ'fæktʃəd] adj. 制成的；人造的 动词manufact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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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marine 3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
名；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102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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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number 3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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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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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plastics 3 ['plæstiks] n.塑料；整形外科；外科修补术

108 pollution 3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109 problem 3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110 project 3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11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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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streaming 3 ['stri:miŋ] n.流；（英）按能力分组 v.流动（stream的ing形式）

113 surfac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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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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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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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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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118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19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120 African 2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21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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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 airlines 2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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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appeals 2 [ə'piː l] n. 恳求；呼吁；上诉；吸引力 n. (体育比赛中)诉请裁决 v. 呼吁；有吸引力；求助；诉请

125 artwork 2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126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27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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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best 2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129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30 brand 2 [brænd] vt.铭刻于，铭记；打烙印于；印…商标于 n.商标，牌子；烙印 n.(B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罗、
葡、捷、芬、瑞典、匈)布兰德；(法)布朗

131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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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33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34 chipotle 2 n.干红辣椒，烟味辣椒，墨西哥风味快速便餐

135 collecting 2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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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mmunities 2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138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39 company 2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40 consumers 2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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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43 county 2 ['kaunti] n.郡，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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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crushed 2 [krʌʃt] adj. 压碎的；碾碎的；起皱的 动词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6 decision 2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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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8 eat 2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149 equator 2 [i'kweitə] n.赤道

150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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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expensive 2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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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garbage 2 ['gɑ:bidʒ] n.垃圾；废物 n.(Garbage)人名；(法)加尔巴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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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going 2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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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hope 2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58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59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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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junk 2 [dʒʌŋk] n.垃圾，废物；舢板 n.(Junk)人名；(德、捷)容克

161 keeps 2 ['kiː 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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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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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located 2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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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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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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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mama 2 ['mɑ:mə] n.妈妈（口语） n.(Mama)人名；(多哥、赞、贝宁)马马

170 market 2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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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73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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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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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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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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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articles 2 ['paː tɪklz] n.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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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potentially 2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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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81 rising 2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182 ruled 2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183 ru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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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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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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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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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188 Shores 2 滨

189 sold 2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190 sorted 2 ['sɔ:tid] adj.分类的；分选的；挑选的 v.[计]分类（sort的过去分词）

191 stru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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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93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194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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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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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97 travelers 2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
198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99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200 us 2 pron.我们

201 use 2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202 useful 2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203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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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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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207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08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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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9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1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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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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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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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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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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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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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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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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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223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224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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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anytime 1 ['enitaim] adv.任何时候；无例外地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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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28 aquatic 1 [ə'kwætik] adj.水生的；水栖的；在水中或水面进行的 n.水上运动；水生植物或动物 n.(Aquatic)人名；(法)阿卡蒂克

229 archipelago 1 [,ɑ:ki'peləgəu] n.群岛，列岛；多岛的海区

230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31 aren 1 阿伦

232 atchison 1 艾奇逊-托皮卡-圣菲铁路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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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attraction 1 [ə'trækʃən] n.吸引，吸引力；引力；吸引人的事物

235 audience 1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236 authority 1 [ɔ:'θɔrəti] n.权威；权力；当局

23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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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backyards 1 ['bækjɑːdz] n. 屋后的一块平地; 屋后的一块草地; 后院

240 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
241 bahati 1 巴哈蒂

242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243 barely 1 ['bεəli] adv.仅仅，勉强；几乎不；公开地；贫乏地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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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basis 1 ['beisis] n.基础；底部；主要成分；基本原则或原理

246 beaches 1 [biː tʃ] n. 海滩；海滨；沙滩 vt. 拖(船)上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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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249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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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252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3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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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bottle 1 ['bɔtl] n.瓶子；一瓶的容量 vt.控制；把…装入瓶中 vi.（街头艺人演出后）收拢钱币

256 bowl 1 [bəul] n.碗；木球；大酒杯 vi.玩保龄球；滑动；平稳快速移动 vt.投球；旋转；平稳快速移动

257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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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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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261 burrito 1 [bə'ri:təu] n.玉米煎饼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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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3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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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266 caps 1 [kæps] n. 帽子 名词cap的复数形式.

267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268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269 CDC 1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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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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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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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chips 1 [tʃips] n.[食品]炸土豆条；小木片；（作赌注用的）圆形筹码；缺口（chip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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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276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277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278 clubs 1 [klʌb] n. 俱乐部；棍棒；(扑克牌中)梅花 v. 用棍棒打；分担花费；凑钱；泡夜总会

279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280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281 coastline 1 ['kəustlain] n.海岸线

282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283 collects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284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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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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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contains 1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89 contributing 1 [kənt'rɪbju tːɪŋ] adj. 贡献的；起作用的 动词contribut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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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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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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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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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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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crackdown 1 ['krækdaun] n.镇压；（美）制裁；强制取缔；惩罚

296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297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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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crossed 1 [krɔst] adj.交叉的；划掉的；十字形的 v.交叉；越过（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9 cups 1 [kʌps] n. 杯子；奖杯 名词cup的复数形式.

300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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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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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304 decides 1 [dɪ'saɪd] v. 决定；判断；断定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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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307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
308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309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310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311 devise 1 [di'vaiz] vt.设计；想出；发明；图谋；遗赠给 n.遗赠 n.(Devise)人名；(法)德维兹；(英)德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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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314 discarded 1 [dɪs'kɑ rːdɪd] adj. 放弃的；删除的 动词discar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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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317 don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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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8 drifts 1 [drɪfts] n. 漂流；放任自流；大意；堆积 名词drift的复数形式.

319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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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dumped 1 ['dʌmpt] adj. 废弃的；弃扔的；堆的 动词dum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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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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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ecology 1 [i:'kɔlədʒi] n.生态学；社会生态学

325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326 effingham 1 n. 埃芬厄姆

327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328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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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elsewhere 1 [,els'hwεə] adv.在别处；到别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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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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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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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335 Ethiopia 1 [,i:θi'əupiə] n.埃塞俄比亚

336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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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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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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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expedition 1 [,ekspi'diʃən] n.远征；探险队；迅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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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extends 1 [ɪk'stend] v. 延伸；延长；伸展；扩展；提供；使竭尽全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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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344 facility 1 [fə'siliti] n.设施；设备；容易；灵巧

345 fahim 1 法希姆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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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fatigued 1 [fə'ti:gd] adj.疲乏的

348 featuring 1 ['fi:tʃə] n.特色，特征；容貌；特写或专题节目 vi.起重要作用 vt.特写；以…为特色；由…主演

349 Feder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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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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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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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fish 1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353 fishing 1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
354 f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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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flip 1 [flip] vt.掷；轻击 vi.用指轻弹；蹦跳 adj.无礼的；轻率的 n.弹；筋斗

356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357 flops 1 abbr.每秒浮点计算（floating-pointoperationspersecond）

358 focuses 1 英 ['fəʊkəs] 美 ['foʊkəs] n. 焦点；焦距；中心 v. （使）集中；聚集

359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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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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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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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funded 1 [fʌnd] n. 基金 vt. 资助；转为（长期贷款）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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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givers 1 n.送礼者( giver的名词复数 )

368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369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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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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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372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373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374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375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376 groceries 1 n.杂货；食品；生活用品

377 grocery 1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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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guacamole 1 [,gwɑ:kə'məulei] n.鳄梨色拉酱（一种含鳄梨泥的墨西哥凉拌酱）

380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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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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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384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385 Hawaii 1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386 headache 1 ['hedeik] n.头痛；麻烦；令人头痛之事

387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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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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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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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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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holy 1 [['həuli] adj.圣洁的，神圣的；至善的 n.神圣的东西 （俚）太棒了 n.(Holy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霍利

394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395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396 illustrate 1 ['iləstreit] vt.阐明，举例说明；图解 vi.举例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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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8 inaudible 1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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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inconvenient 1 [,inkən'vi:njənt] adj.不便的；打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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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
403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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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innovate 1 ['inəuveit] vi.创新；改革；革新 vt.改变；创立；创始；引人

406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407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408 intervention 1 [,intə'venʃən] n.介入；调停；妨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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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411 judge 1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412 Kansas 1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413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414 Kenyan 1 ['kenjən; 'ki:n-] n.肯尼亚人 adj.肯尼亚的；肯尼亚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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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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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la 1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
418 larry 1 ['læri] n.拌浆锄；小车，[矿业]斗底车

419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420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421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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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lecturer 1 ['lektʃərə] n.讲师，演讲者

424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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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427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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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locally 1 ['ləukəli] adv.局部地；在本地

430 locals 1 ['ləʊklz] n. 当地

431 location 1 [ləu'keiʃən] n.位置（形容词locational）；地点；外景拍摄场地

432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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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low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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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lying 1 adj.说谎的；躺着的，卧着的 n.说谎；横卧

435 macro 1 ['mækrəu] adj.巨大的，大量的 n.宏，巨（计算机术语） n.(Macro)人名；(意)马克罗

436 magnetic 1 [mæg'netik] adj.地磁的；有磁性的；有吸引力的

437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438 mangroves 1 [mæŋɡ'rəʊvz] 红树林

439 maps 1 n.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.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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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measuring 1 ['meʒəriŋ] n.测量；衡量 v.测量（measure的ing形式） adj.测量用的

442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443 micro 1 adj.极小的；基本的；微小的 n.<口>微型计算机；微处理器

444 Minnesota 1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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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molded 1 ['məʊldɪd] 模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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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Monica 1 ['mɔnikə] n.莫尼卡（女子名）

449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450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451 morris 1 ['mɔris] n.（打扮成RobinHood等传奇人物跳的）莫理斯舞 n.(Morris)人名；(丹、德、法、捷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莫里斯

452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453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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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456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457 nano 1 ['nænəu] n.纳；毫微 n.(Nano)人名；(英)内诺；(意、西、阿尔巴)[计量]纳诺；(日)梛野(姓)

458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459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460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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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2 nestle 1 ['nesl] vi.舒适地坐定；偎依；半隐半现地处于 vt.抱；安置

463 nets 1 [net] n. 网；网状物 adj. 净余的；纯粹的

464 Nigeria 1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465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466 noodles 1 英 ['nuːdlz] 美 ['nuːdəlz] n. 面条（noodl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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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nosedive 1 ['nəuzdaiv] vi.俯冲；暴跌；突然变坏 n.（价格等的）急降，暴跌；（飞机的）俯冲；（名声）低落；（情况）突然
变坏

469 nowhere 1 ['nəuhwεə] adv.无处；任何地方都不；毫无结果 n.无处；任何地方；无名之地 adj.不存在的；毫无结果的；不知名的

470 oceans 1 ['əʊʃnz] n. 大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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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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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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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476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477 optional 1 adj.可选择的，随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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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8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
479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480 organisms 1 有机体

481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482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483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48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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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487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488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489 par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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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parking 1 ['pɑ:kiŋ] n.停车 adj.停车的 v.停车（park的ing形式） n.(Parking)人名；(英)帕金

491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
492 password 1 ['pɑ:swə:d, 'pæs-] n.密码；口令

493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494 patch 1 [pætʃ] n.眼罩；斑点；碎片；小块土地 vt.修补；解决；掩饰 vi.打补丁 n.(Patch)人名；(英)帕奇

495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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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498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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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500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501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502 photo 1 ['fəutəu] n.照片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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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505 piling 1 ['pailiŋ] n.打桩；桩材；打桩工程

506 PITI 1 (=percutaneous intra-articular tube irrigation) 套管针关节穿刺:急性化脓性关节炎的治疗方法

507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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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9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510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511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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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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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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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517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518 puddle 1 ['pʌdl] n.水坑，泥潭；胶土（由粘土与水和成，不透水） vt.使泥泞，搅浑；把…捣制成胶土；搅炼；用胶土填塞 vi.搅
泥浆；在水坑中嬉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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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521 ramp 1 [ræmp] n.斜坡，坡道；敲诈 vi.蔓延；狂跳乱撞；敲诈 vt.敲诈；使有斜面

522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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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3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524 recapture 1 [,ri:'kæptʃə] vt.夺回；拿回；再体验；政府征收再经历 n.夺回；取回；政府对公司超额收益或利润的征收

525 receivers 1 [rɪ'siː vəz] 接收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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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recycling 1 [ˌriː 'saɪklɪŋ] n.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.

528 removal 1 [ri'mu:vəl] n.免职；移动；排除；搬迁

529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530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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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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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534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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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responded 1 英 [rɪ'spɒnd] 美 [rɪ'spɑːnd] v. 回答；响应；反应；反应灵敏；反响 n. [建]壁联；[宗]应唱圣歌

537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538 revolutionize 1 [,revə'lju:ʃənaiz] vt.发动革命；彻底改革；宣传革命 vi.革命化；从事革命

539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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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1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542 ru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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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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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sailing 1 ['seiliŋ] n.航行，航海；启航；航海术 adj.航行的 v.航行，起航（sai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546 samples 1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
54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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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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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scratching 1 v.划伤；擦伤；刮痕（scratch的ing形式）

552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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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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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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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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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shares 1 n.[金融]股份（share的复数形式） v.[计]共享，共有；分配（share的三单形式）

560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
561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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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564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565 slowed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566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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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7 soggy 1 ['sɔgi] adj.浸水的；透湿的；沉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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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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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571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72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573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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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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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steep 1 [sti:p] adj.陡峭的；不合理的；夸大的；急剧升降的 vt.泡；浸；使…充满 vi.泡；沉浸 n.峭壁；浸渍

577 stock 1 n.股份，股票；库存；血统；树干；家畜 adj.存货的，常备的；平凡的 vt.进货；备有；装把手于… vi.囤积；办货；出
新芽 n.(Stock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施托克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斯托克

578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5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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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581 stuck 1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
5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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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styrofoam 1 ['stairəfəum] n.泡沫聚苯乙烯

584 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
585 suffocates 1 ['sʌfəkeɪt] vt. 使窒息；使缺氧；阻碍 vi. 窒息；窒息而亡；阻碍发展

5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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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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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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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590 tackle 1 ['tækl] n.滑车；装备；用具；扭倒 vt.处理；抓住；固定；与…交涉 vi.扭倒；拦截抢球

591 taco 1 ['tɑ:kəu] n.墨西哥煎玉米卷；墨西哥人 n.(Taco)人名；(葡)塔科

592 tacos 1 n.炸玉米饼（taco的复数）

593 Tanzania 1 [,tænzə'niə; ,tɑ:nzɑ:'ni:ɑ:] n.坦桑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594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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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9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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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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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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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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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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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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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60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607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608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609 tourist 1 ['tuərist] n.旅行者，观光客 adj.旅游的 vt.在旅行参观 vi.旅游；观光 adv.坐旅游车厢；坐经济舱

610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611 train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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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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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transit 1 ['trænsit, -zit, 'trɑ:n-] n.运输；经过 vt.运送 vi.经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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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4 translator 1 n.译者；翻译器

615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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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7 trash 1 [træʃ] n.垃圾；废物 vt.丢弃；修剪树枝

61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19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620 underneath 1 [,ʌndə'ni:θ] prep.在…的下面；在…的形式下；在…的支配下 adv.在下面；在底下 n.下面；底部 adj.下面的；底层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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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2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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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update 1 [ʌp'deit, 'ʌpdeit] vt.更新；校正，修正；使现代化 n.更新；现代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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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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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7 utilize 1 ['ju:tilaiz] vt.利用

628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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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9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630 washed 1 [wɔʃt] adj.洗过的 v.洗，洗涤（wash的过去分词）

631 washing 1 ['wɔʃiŋ, 'wɔ:ʃ-] n.洗涤；洗涤剂；要洗的衣物 adj.洗涤用的，清洗用的 v.洗；使受洗礼（wash的ing形式）

632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633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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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6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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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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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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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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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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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1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42 with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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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3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4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45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646 yasin 1 亚辛

647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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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