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4-25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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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ountable 1 [ə'kauntəbl] adj.有责任的；有解释义务的；可解释的

3 activate 1 ['æktiveit] vt.刺激；使活动；使活泼；使产生放射性 vi.激活；有活力

4 ad 1 [,ei 'di:] n.公元

5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6 ads 1 abbr. (=Automatic Data Set)自动数据设备

7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8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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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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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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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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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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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ligators 1 Alligator Rivers of Australia's Northern Territory (East, South, and West Alligator) 澳大利亚北方地区的艾丽盖特河(东、南
和西艾丽盖特河)

15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6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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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lternative 1 [ɔ:l'tə:nətiv] adj.供选择的；选择性的；交替的 n.二中择一；供替代的选择

19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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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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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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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5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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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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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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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ntibodies 10 ['æntɪ̩ bɒdɪz] n. 抗体；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.

30 antibody 3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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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33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34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35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36 are 29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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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ren 2 阿伦

39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40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41 artwork 2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42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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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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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44 aspect 1 ['æspekt] n.方面；方向；形势；外貌

45 aspects 1 ['æspekts] 方面；方位；外观；外貌（aspect的复数）

46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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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7 Atlanta 2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48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49 attorney 1 n.律师；代理人；检察官

50 back 3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51 barbecue 2 ['bɑ:bikju:] n.烤肉；吃烤肉的野宴 vt.烧烤；烤肉

52 battleground 1 ['bætlgraund] n.战场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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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5 beehive 3 ['bi:haiv] n.蜂窝；蜂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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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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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60 b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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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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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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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iden 8 n. 拜登(姓氏)

64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65 blame 3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66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67 blood 2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68 blooded 1 ['blʌdid] adj.血统优良的；有血的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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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71 bone 1 [英[bəʊn] 美[bon]] n.骨；骨骼 vt.剔去...的骨；施骨肥于 vi.苦学；专心致志 n.(Bone)人名；(英)博恩；(法、西、罗、塞)博
内；(老)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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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both 2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74 boutique 1 [bu:'ti:k] n.精品店；专卖流行衣服的小商店 adj.精品屋的；小规模专售精品的 n.(Boutique)人名；(法)布蒂克

75 branch 1 [brɑ:ntʃ, bræntʃ] vt.分支；出现分歧 vi.分支；出现分歧 n.树枝，分枝；分部；支流 n.(Branch)人名；(英)布兰奇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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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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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bumps 1 [bʌmp] v. 碰撞；颠簸而行；提高 n. 肿块；撞击；表面隆起 adv. 突然的；猛烈的

79 bu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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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81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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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83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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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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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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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cats 1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88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89 caveat 1 ['kæviæt] n.警告；中止诉讼手续的申请；货物出门概不退换；停止支付的广告

90 cells 4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91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92 Chambers 2 ['tʃeimbəz] n.钱伯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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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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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hecked 1 [tʃekt] adj.选中的；格子花纹的 v.检查（che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6 chie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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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climbing 1 ['klaimiŋ] adj.上升的；攀缘而登的 n.攀登 v.爬（climb的ing形式）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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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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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oker 4 ['kəukə] n.炼焦器；可卡因瘾君子（等于cokehead） n.(Coker)人名；(英)科克尔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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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103 combo 1 ['kɔmbəu] n.联合体；结合物；小型爵士乐团 n.(Combo)人名；(科摩、刚(布))孔博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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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ome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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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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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7 commenting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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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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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ompeting 1 [kəm'piː tɪŋ] adj. 竞争的；抵触的；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.

111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12 congress 2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113 consequence 1 ['kɔnsi,kwəns] n.结果；重要性；推论

114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

115 consideration 1 [kən,sidə'reiʃən] n.考虑；原因；关心；报酬

116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
117 contract 1 ['kɔntrækt, kən'trækt] vi.收缩；感染；订约 vt.感染；订约；使缩短 n.合同；婚约

118 control 3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19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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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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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orrelates 1 英 ['kɒrəleɪt] 美 ['kɔː rəleɪt] vt. 使相互关联 vi. 关联 n. 相关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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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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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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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ount 1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
(人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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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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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129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130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131 covid 9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32 creativity 1 [,kriei'tiviti] n.创造力；创造性

133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134 currently 3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35 customers 2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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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addy 2 ['dædi] n.爸爸

138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39 Davis 6 ['deivis] n.戴维斯（男子名）

140 decide 2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141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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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44 democrat 2 ['deməkræt] n.民主党人；民主主义者；民主政体论者

145 democrats 8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146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147 detectable 1 [di'tektəbl] adj.可检测的；可发觉的

148 determine 1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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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5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2 digestive 1 [di'dʒestiv, dai-] adj.消化的；助消化的 n.助消化药

153 dining 1 [dainiŋ] n.吃饭，进餐 v.吃饭（dine的现在分词）

154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55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156 d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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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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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ogs 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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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1 dorry 2 n. 多莉

162 dots 1 ['dɒts] n. 点 dot的复数形式.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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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dr 3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165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166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67 drivers 1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
168 Durango 1 [djuə'ræŋgəu] n.杜兰戈（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城市名）；杜兰戈州（地名，位于墨西哥西北部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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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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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easiest 1 ['i:ziist] adj.容易的；轻松的

171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72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73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174 election 4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175 elections 2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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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mory 2 ['eməri] n.埃默里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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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endocrine 1 ['endəukrain, -krin] n.内分泌；激素；内分泌物 adj.内分泌的；激素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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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essentially 1 [i'senʃəli] adv.本质上；本来

182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83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84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85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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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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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189 expect 2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90 f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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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92 factors 1 英 ['fæktə(r)] 美 ['fæktər] n. 因素；因数；因子 vt. 把 ... 因素包括进去 vi. 作为因素

193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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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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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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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200 feels 2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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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fellow 1 ['feləu] n.家伙；朋友；同事；会员 adj.同伴的，同事的；同道的 vt.使…与另一个对等；使…与另一个匹敌 n.(Fellow)人
名；(英)费洛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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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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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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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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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floors 1 英 [flɔː (r)] 美 [flɔː r] n. 地面；地板；楼层；底部 vt. 铺地板；击倒；(油门)踩到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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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
211 folks 2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212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13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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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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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215 fossil 1 ['fɔsəl] n.化石；僵化的事物；顽固不化的人 adj.化石的；陈腐的，守旧的

216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17 frustrated 2 [frʌ'streitid] adj.失意的，挫败的；泄气的 v.挫败；阻挠（frust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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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ga 1 abbr.总代理人（GeneralAgent）

220 gains 1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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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Georgia 3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223 get 6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24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25 getting 3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26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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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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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9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230 go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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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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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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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35 graph 1 [grɑ:f, græf] n.图表；曲线图 vt.用曲线图表示 n.(Graph)人名；(英)格拉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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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Gupta 6 笈多 n.(Gupta)人名；(德、意、印、孟、尼)古普塔

238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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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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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handicapped 1 ['hændikæpt] adj.残废的；有生理缺陷的 n.残疾人；缺陷者

241 hanging 2 ['hæŋiŋ] n.悬挂；绞刑；帘子，幔帐 adj.悬挂着的 v.悬挂（hang的ing形式）

242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43 happens 2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244 have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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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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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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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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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headwinds 1 n.顶头风，逆风( headwind的名词复数 )

249 hel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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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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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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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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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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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hi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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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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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57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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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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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hold 4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261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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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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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how 1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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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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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if 10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68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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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immigration 2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271 immune 4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272 immunity 7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273 immunologist 1 [,imju'nɔlədʒist] n.免疫学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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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in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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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6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77 incorporate 1 [in'kɔ:pəreit, in'kɔ:pərət] vt.包含，吸收；体现；把……合并 vi.合并；混合；组成公司 adj.合并的；一体化的；组成公
司的

278 increase 2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279 independents 1 n. 独立电话公司

280 individuals 2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281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282 infection 2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283 infections 2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284 inflation 8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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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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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intruder 1 [in'tru:də] n.侵入者；干扰者；妨碍者

288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89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290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291 i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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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93 Jackson 4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
294 jaw 1 [dʒɔ:] n.颌；下巴；狭窄入口；唠叨 vi.教训；唠叨 vt.教训；对…唠叨 n.(Jaw)人名；(冈)乔

295 jeff 3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
296 jen 2 [dʒen] n.珍（女子名）

297 Joe 2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98 Jordan 2 ['dʒɔ:dən] n.约旦（阿拉伯北部的国家）；乔丹（男子名）

299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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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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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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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kicking 1 ['kikiŋ] n.踢腿；反撞 adj.活泼热烈的；激动人心的 v.踢；反冲；加速；活跃（kick的ing形式）

303 kn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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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b 1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306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307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308 Las 1 [læs] abbr.阿拉伯国家联盟（LeagueofArabStates）；大气科学实验室（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）；光敏开关
（LightActivatedSwitch）

309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310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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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legislative 1 ['ledʒislətiv] adj.立法的；有立法权的 n.立法权；立法机构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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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l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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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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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lik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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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318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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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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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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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323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324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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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looking 3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326 looms 1 [luːm] n. 织布机 n. 若隐若现 vi. 隐约可见；迫近

327 loosened 1 ['luːsənd] adj. 疏松的；松开的 动词loose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.

328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329 lot 3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330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331 loud 1 [laud] adj.大声的，高声的；不断的；喧吵的 adv.大声地，高声地，响亮地 n.(Loud)人名；(英)劳德

332 love 3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333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334 luck 1 [lʌk] n.运气；幸运；带来好运的东西 vi.靠运气，走运；凑巧碰上 n.(Luck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卢克；(英)勒克；(法)吕克

335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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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338 make 3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339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340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341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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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2 mandates 1 ['mændeɪt] n. 命令；指令；要求；授权 v. 把(某一地区)置于委任管理下

343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44 mariama 2 马里亚玛

345 marrow 1 ['mærəu] n.髓，骨髓；精华；活力 n.(Marrow)人名；(英)马罗

346 mas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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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mate 1 [meit] n.助手，大副；配偶；同事；配对物 vt.使配对；使一致；结伴 vi.交配；成配偶；紧密配合 n.(Mate)人名；(日)蛏
(姓)；(西、意、塞)马特；(波黑)马特；(罗、俄)马泰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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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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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351 me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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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353 measure 3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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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356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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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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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mention 1 ['menʃən] vt.提到，谈到；提及，论及；说起 n.提及，说起 n.(Mention)人名；(法)芒雄

360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361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362 metropolitan 1 [,metrə'pɔlitən] adj.大都市的；大主教辖区的；宗主国的 n.大城市人；大主教；宗主国的公民

363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364 midterm 5 ['midtə:m] adj.期中的；中间的 n.期中考试

365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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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368 months 3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69 mood 1 [mu:d] n.情绪，语气；心境；气氛 n.(Mood)人名；(英)穆德；(瑞典)莫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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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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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mr 1 ['mistə(r)] abbr.先生（Mister）

373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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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75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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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narrowly 1 ['nærəuli] adv.仔细地；勉强地；狭窄地；严密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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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national 3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380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381 natura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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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383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384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
385 need 4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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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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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7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388 neighbors 1 ['neɪbɔː 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
389 nervous 1 ['nə:vəs] adj.神经的；紧张不安的；强健有力的

390 Nevada 1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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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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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395 not 9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96 November 4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397 now 6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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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objective 1 [əb'dʒektiv, ɔb-] adj.客观的；目标的；宾格的 n.目的；目标；[光]物镜；宾格

400 of 4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01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402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403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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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O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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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on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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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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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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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410 option 1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
411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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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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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14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15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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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ov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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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overnight 1 [,əuvə'nait, 'əuvənait] adv.通宵；突然；昨晚 adj.晚上的；通宵的；前夜的 n.头天晚上；一夜的逗留 vt.连夜快递 vi.过一
夜

418 owner 2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419 owns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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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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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parties 1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424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425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426 patient 2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427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28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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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pests 1 ['pests] 害虫

430 phoenix 1 ['fi:niks] n.凤凰；死而复生的人 n.(Phoenix)人名；(英)菲尼克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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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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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photo 1 ['fəutəu] n.照片

433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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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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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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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6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437 political 3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438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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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441 president 9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42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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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preview 1 [pri:'vju:] n.预览；试映；事先查看 vt.预览；预演；事先查看

445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446 prices 2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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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449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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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profits 1 n.[会计]收益，红利；盈利（profit的复数）

452 proof 1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453 protected 4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454 protection 4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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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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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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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8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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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461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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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464 Raphael 2 ['ræfeiəl; ,rɑ:fai'el] n.拉斐尔（姓氏）；拉斐尔（意大利画家、建筑学家）

465 ratings 1 ['reɪtɪŋz] n. 评定等级 rating的复数形式.

466 re 9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67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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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7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71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472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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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3 recovered 1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74 r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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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redirect 1 [,ri:di'rekt, -dai-] vt.使改方向；重新寄送 adj.再直接的 n.再直接询问

476 reelecting 1 v.重选( reelect的现在分词 )

477 regard 1 [ri'gɑ:d, ri:-] n.注意；尊重；问候；凝视 vt.注重，考虑；看待；尊敬；把…看作；与…有关 vi.注意，注重；注视 n.
(Regard)人名；(西、意)雷加德；(法)勒加尔

478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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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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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reptile 1 ['reptail, -til] adj.爬虫类的；卑鄙的 n.爬行动物；卑鄙的人

483 republican 1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484 republicans 5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485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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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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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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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489 responses 2 [rɪs'pɒnsɪz] 名词response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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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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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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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rounding 1 adj.圆的；使圆的；[数]凑整的；环绕的 n.[数]凑整；制圆 v.绕行；使变圆；把…弄成整数（round的ing形式）

494 ruining 1 ['ru ɪːn] vt. 毁灭；毁坏；（使）破产；糟蹋，使（妇女）失去贞操 n. 毁灭；废墟；崩溃

495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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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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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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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Sanjay 1 桑贾伊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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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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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03 Scales 1 [skeɪlz] n. 天平；秤；鳞屑 名词scale的复数形式.

504 scared 2 [skεəd] adj.害怕的 v.使害怕（scar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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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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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seats 6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508 seco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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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security 2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510 see 5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511 seeing 2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512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513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514 segev 4 n. 塞盖夫(位于巴勒斯坦地区；东经 35º15' 北纬 32º52')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515 sen 1 [sen] n.仙（印度尼西亚等的辅币单位）；钱（日本硬币，等于1/100日元） n.(Sen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生；(中)沈(普
通话·威妥玛)；(中)冼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英、印、柬、孟、波、罗、不丹)森

516 senate 4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517 senator 2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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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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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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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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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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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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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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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show 2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526 significantly 1 adv.显著地；相当数量地

5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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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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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530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531 skyrocketing 1 [s'kaɪrɒkɪtɪŋ] 价格飞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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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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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535 solely 1 ['səulli] adv.单独地，唯一地

536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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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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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540 sort 3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541 sour 1 ['sauə] adj.酸的；发酵的；刺耳的；酸臭的；讨厌的 vi.发酵；变酸；厌烦 vt.使变酸；使失望 n.酸味；苦事 n.(Sour)人名；
(柬)索

542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543 spending 2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44 spleen 1 [spli:n] n.脾脏；坏脾气；怒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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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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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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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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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sting 1 [stiŋ] n.刺痛；讽刺，刺激；刺毛 vt.刺；驱使；使…苦恼；使…疼痛 vi.刺痛；被刺痛；感到剧痛 n.(Sting)人名；(英)斯
廷；(德)施廷

550 store 2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551 strolling 1 英 ['strəʊlɪŋ] 美 ['stroʊlɪŋ] adj. 巡回演出的 动词stroll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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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suburban 1 [sə'bə:bən] adj.郊区的，城郊的；土气的；见闻不广的 n.郊区居民

554 suburbs 1 ['sʌbɜːb] n. 郊外 名词suburb的复数形式.

555 surgeon 2 ['sə:dʒən] n.外科医生 n.(Surgeon)人名；(法)叙尔容

556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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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7 system 7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558 table 2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
559 tabs 1 [tæbs] n. 跳格设定；制表符 名词tab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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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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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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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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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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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TENS 1 十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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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568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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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that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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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the 7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71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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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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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74 there 9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75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76 they 1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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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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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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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thi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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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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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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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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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thymus 1 ['θaiməs] n.胸腺

586 tie 1 [tai] vt.系；约束；打结；与…成平局 vi.打结；不分胜负；被用带（或绳子等）系住 n.领带；平局；鞋带；领结；不分胜负
n.(Tie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治；(英)泰伊；(柬)狄

5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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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to 4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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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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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91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92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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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595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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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transplant 2 [træns'plɑ:nt, trænz-, trɑ:n-, -'plænt] vt.移植；迁移；使移居 n.移植；移植器官；被移植物；移居者 vi.移植；迁移；移居

59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99 try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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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turn 2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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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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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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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4 unidentified 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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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6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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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8 unvaccinated 1 [ʌn'væksɪneɪtɪd] adj. 未接种过的

609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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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0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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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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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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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vacant 1 ['veikənt] adj.空虚的；空的；空缺的；空闲的；茫然的 n.(Vacant)人名；(法)瓦康

616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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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values 1 ['væljʊz] n. 价值观念；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.

619 variants 1 变体

620 varied 1 ['vεərid] adj.多变的；各式各样的；杂色的 v.改变；使多样化（va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621 vast 1 [vɑ:st, væst] adj.广阔的；巨大的；大量的；巨额的 n.浩瀚；广阔无垠的空间 n.(Vast)人名；(法)瓦斯特

62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23 Vegas 1 [veigəs] n.维加斯

624 Venice 1 ['venis] n.威尼斯（意大利港市）

625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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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6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6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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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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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9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
630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631 voice 3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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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3 voters 1 ['vəʊtəz] 选民

634 voting 2 ['vəutiŋ] adj.投票的 n.投票；选举 v.投票（vote的ing形式）；选举

635 wandering 1 ['wɔndəriθ] adj.流浪的；漫游的，徘徊的；蜿蜒的 n.闲逛；离题；神志恍惚 v.漫游；闲逛（wander的ing形式）

636 wane 1 [wein] vi.衰落；变小；亏缺；退潮；消逝 n.衰退；月亏；衰退期；缺损 n.(Wane)人名；(英)韦恩；(阿拉伯)瓦尼；(几、
马里、塞内)瓦内

637 want 2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638 warnock 2 n. 沃诺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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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0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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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1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642 we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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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3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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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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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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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7 w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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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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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9 where 5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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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1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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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3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654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655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56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6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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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8 with 10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59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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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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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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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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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5 yard 1 [jɑ:d] n.院子；码（英制中丈量长度单位，1码=3英尺）；庭院；帆桁 vt.把…关进或围在畜栏里 n.(Yard)人名；(英)亚德

666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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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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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9 you 2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70 your 5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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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2 zelen 1 泽伦

673 zeleny 13 n. 泽莱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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