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5-10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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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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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4 according 2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符合；使适合

5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6 acoustic 1 [ə'ku:stik] adj.声学的；音响的；听觉的 n.原声乐器；不用电传音的乐器 n.(Acoustic)人名；(法)阿库斯蒂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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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9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10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11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12 actually 4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13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14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15 administration 2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6 advance 1 [əd'vɑ:ns, əd'væns] n.发展；前进；增长；预付款 vt.提出；预付；使……前进；将……提前 vi.前进；进展；上涨 adj.预先
的；先行的

17 aerial 1 ['εəriəl] adj.空中的，航空的；空气的；空想的 n.[电讯]天线

18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9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20 aid 2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21 ain 1 [æn] adj.（苏格兰）自己的 n.艾因河；一种压缩软件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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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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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laska 3 [ə'læskə] n.阿拉斯加州

25 Alaskan 1 [ə'læskən] adj.阿拉斯加的；阿拉斯加州的 n.阿拉斯加人

26 Albuquerque 1 ['ælbəkə:ki] n.阿尔伯克基（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）

27 alert 3 [ə'lə:t] vt.警告；使警觉，使意识到 adj.警惕的，警觉的；留心的 n.警戒，警惕；警报 n.(Alert)人名；(西)阿莱尔特

28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29 allies 1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3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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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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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ambassador 1 [æm'bæsədə] n.大使；代表；使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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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37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8 analyzes 1 ['ænəlaɪz] vt. 分析；解析；研究

39 ancestors 1 ['ænsestəz] n. 祖先；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.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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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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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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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nother 2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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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pprove 1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
46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47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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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area 5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49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50 arms 2 [a:mz] n.臂（arm的复数）；[军]武器；纹章 v.武装；配备（arm的三单形式） n.(Arms)人名；(英)阿姆斯

51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52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53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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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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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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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7 Atlantic 2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58 atmospheric 1 [,ætməs'ferik,-kəl] adj.大气的，大气层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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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61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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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6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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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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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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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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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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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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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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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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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74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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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77 bight 3 [bait] n.海湾，绳圈；曲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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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birds 1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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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
82 blocks 1 ['blɒks] n.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.

83 blues 1 [blu:z] n.忧郁布鲁斯歌曲；蓝色物（blue的复数） v.把…染成蓝色（blu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84 boat 2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85 bombed 1 [bɔmd] adj.遭到轰炸的；醉的；被毒品麻醉了的 v.轰炸（bomb的过去式）

86 bombs 2 英 [bɒm] 美 [bɑːm] n. 炸弹 vt. 轰炸；投弹于 vi. 投弹；失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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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boulder 1 ['bəuldə] n.卵石，大圆石；巨砾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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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boxers 1 ['bɒksəz] n. 拳击短裤 名词boxer的复数形式.

90 breed 1 [bri:d] vi.繁殖；饲养；产生 vt.繁殖；饲养；养育，教育；引起 n.[生物]品种；种类，类型 n.(Breed)人名；(英)布里德

91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92 Bridges 1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
93 Brittany 1 ['britəni] n.布列塔尼（法国西北部一地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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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bulls 1 [bʊl] n. 公牛；股市看涨的人；<俚>警察 n. 荒谬的话 n. 教皇诏书 adj. 公牛的；鲁莽的

96 buoys 1 [bɔɪ] n. 浮标；浮筒；救生圈；救生衣 v. 使浮起；支持；鼓励；用浮标指示

97 busiest 1 adj.最忙的（busy的最高级形式）

98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99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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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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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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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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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an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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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apit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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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aptured 1 英 ['kæptʃə(r)] 美 ['kæptʃər] vt. 捕获；占领；夺取；吸引；(用照片等)留存 n. 捕获；战利品

106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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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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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aspian 1 ['kæspiən] adj.里海的（世界最大的咸水湖） n.里海

110 cell 1 [sel] n.细胞；电池；蜂房的巢室；单人小室 vi.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.(Cell)人名；(英)塞尔

111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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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hatterley 4 查特利

114 ciao 1 [tʃau] int.（意）你好；再见（见面问候语或告别语） n.(Ciao)人名；(意)恰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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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117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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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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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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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1 co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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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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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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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ommemorates 1 [kə'meməreɪt] vt. 纪念

125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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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ommute 1 vi.（搭乘车、船等）通勤；代偿 vt.减刑；交换；用……交换；使……变成 n.通勤（口语）

128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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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conducted 1 [kən'dʌkt] n. 行为；举动；品行 v. 引导；指挥；管理 vt. 导电；传热

130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131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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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
133 conservation 3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134 conservationists 2 n.自然资源保护者，生态环境保护者( conservationist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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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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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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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counter 1 [英 [ˈkaʊntə(r)] 美 [ˈkaʊntɚ] n.柜台；对立面；计数器；（某些棋盘游戏的）筹码 vt.反击，还击；反向移动，对着干；
反驳，回答 vi.逆向移动，对着干；反驳 adj.相反的 adv.反方向地；背道而驰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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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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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42 crowded 1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143 c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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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damage 2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145 Dane 1 [dein] n.丹麦人；戴恩（男子名）

146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147 dangerous 2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48 Davis 1 ['deivis] n.戴维斯（男子名）

149 day 3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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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efeat 1 vt.击败，战胜；挫败；使…失败 n.失败的事实；击败的行为

152 defeated 1 [dɪ'fiː t] n. 挫败；败北 vt. 战胜；击败；使...不能实现

153 defend 1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
154 denies 1 [dɪ'naɪ] vt. 否认；拒绝承认；拒绝给予；自制

155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56 deployed 1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
157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8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159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160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161 detect 3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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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evelopers 2 [dɪ'veləpəz] 开发商

164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6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66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67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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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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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dirt 1 [də:t] n.污垢，泥土；灰尘，尘土；下流话

171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72 disturbing 1 [di'stə:biŋ] adj.令人不安的；烦扰的 v.干扰；打断（disturb的ing形式）

173 DNA 1 [,di:,en'ei] abbr.脱氧核糖核酸（deoxyribonucleicacid）；（美国）国防部核子局（DefenseNuclearAgency）

174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75 dog 3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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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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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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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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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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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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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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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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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186 edna 1 ['ednə] n.埃德娜（女子名）

187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188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89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90 e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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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ndangered 1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192 energy 3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93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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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entanglement 1 [in'tæŋglmənt] n.纠缠；铁丝网；缠绕物；牵连

196 environmental 3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97 equipment 2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9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99 European 2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200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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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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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everyone 2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204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205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206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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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extra 2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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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facilities 1 [fə'sɪlɪtɪz] n. 设施；设备；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.

211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212 features 1 ['fiː 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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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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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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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fence 1 ['fens] n.栅栏；围墙；剑术 vt.防护；用篱笆围住；练习剑术 vi.击剑；搪塞；围以栅栏；跳过栅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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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figh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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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fin 1 [fin] n.鳍；鱼翅；鳍状物 vt.切除鳍；装上翅 vi.猛挥鳍；潜泳 n.(Fin)人名；(法)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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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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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222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223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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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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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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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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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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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30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231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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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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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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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237 freshen 1 vi.变得新鲜；减少盐分；使自己精神饱满(常与up连用) vt.使清新；使新鲜；使精神焕发

238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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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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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242 gear 1 [giə] n.齿轮；装置，工具；传动装置 vi.适合；搭上齿轮；开始工作 vt.开动；搭上齿轮；使……适合；使……准备好 adj.
好极了 n.(Gear)人名；(英)吉尔

243 genetic 1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244 geologists 1 n.地质学家，地质学者( geologist的名词复数 )

245 Germany 2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246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47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48 giants 1 ['dʒaɪənts] n. 巨人；巨物；伟人 名词giant的复数形式.

249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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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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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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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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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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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gre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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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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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Guinness 1 ['ginis] n.吉尼斯黑啤酒（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）

259 habitats 1 ['hæbɪtæts] 生境

260 had 2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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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Harbor 1 ['hɑ:bə] vt.庇护；怀有 n.海港；避难所 vi.居住，生存；入港停泊；躲藏 n.(Harbor)人名；(英)哈伯

263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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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4 harness 1 vt.治理；套；驾驭；披上甲胄；利用 n.马具；甲胄；挽具状带子；降落伞背带；日常工作

265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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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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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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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hello 1 [he'ləu, hə-] int.喂；哈罗 n.表示问候，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.(Hello)人名；(法)埃洛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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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71 here 5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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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74 hole 1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
尔

275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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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Howard 2 ['hauəd] n.霍华德（男子名）

278 huge 2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279 humanitarian 1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280 humpback 1 ['hʌmpbæk] n.驼背；座头鲸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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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iconic 1 [ai'kɔnik] adj.图标的，形象的

283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84 II 2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285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286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287 impassable 1 [im'pɑ:səbl] adj.不能通行的（名词impassability，副词impassably）；无路可通的

288 in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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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9 inches 1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
290 incidental 1 [,insi'dentəl] adj.附带的；偶然的；容易发生的 n.附带事件；偶然事件；杂项

291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92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293 indispensable 1 [,indis'pensəbl] adj.不可缺少的；绝对必要的；责无旁贷的 n.不可缺少之物；必不可少的人

294 infrastructure 1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29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96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297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298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9 Iran 1 [i'rɑ:n; i'ræn] n.伊朗（亚洲国家）

300 irpin 2 [地名] [乌克兰] 伊尔平; [地名] [乌克兰] 伊尔平河

301 is 2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02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303 isn 2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304 i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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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06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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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Ivan 1 ['aivən] n.伊凡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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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310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311 julia 1 ['dʒu:ljə] n.朱莉娅（女子名）

312 ju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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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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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315 kitchen 2 ['kitʃin] n.厨房；炊具；炊事人员 n.(Kitchen)人名；(英)基钦

316 know 4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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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kyiv 2 [地名] [乌克兰] 基辅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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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landslide 3 n.[地质]山崩；大胜利 vi.发生山崩；以压倒优势获胜

321 lanes 1 拉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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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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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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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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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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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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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330 like 3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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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link 1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333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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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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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loc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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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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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7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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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Lowell 3 ['ləuəl] n.洛厄尔（男子名，等于Lovell）

340 lying 1 adj.说谎的；躺着的，卧着的 n.说谎；横卧

341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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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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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345 malamute 1 ['mɑlə,mjut] n.北极狗；爱斯基摩狗（等于malemute，Alaskanmalamute）

346 mammals 1 ['mæml] n. 哺乳动物 名词mammal的复数形式.

347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348 mandate 1 ['mændeit] n.授权；命令，指令；委托管理；受命进行的工作 vt.授权；托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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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50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351 mari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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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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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354 may 5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55 McLean 4 n. 麦克莱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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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358 mention 2 ['menʃən] vt.提到，谈到；提及，论及；说起 n.提及，说起 n.(Mention)人名；(法)芒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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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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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63 military 2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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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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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367 Mongolia 1 [mɔŋ'gəuliə; 'mɔn-] n.蒙古

368 months 3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69 more 3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370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371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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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multi 1 ['mʌlti] pref.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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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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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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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nato 3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
380 Nazi 1 ['nɑ:tsi, 'næ-] n.纳粹党人；纳粹主义信徒 adj.纳粹党的；纳粹主义的 n.(Nazi)人名；(布基)纳齐；(俄)娜济

381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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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3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38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85 new 1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86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387 noise 1 [nɔiz] n.[环境]噪音；响声；杂音 vt.谣传 vi.发出声音；大声议论 n.(Noise)人名；(英)诺伊斯

388 noisy 1 adj..嘈杂的；喧闹的；聒噪的

389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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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north 4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92 Norwegian 1 [nɔ:'wi:dʒən] adj.挪威的；挪威语的；挪威人的 n.挪威语；挪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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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94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95 occasionally 1 adv.偶尔；间或

396 occupation 1 [,ɔkju'peiʃən] n.职业；占有；消遣；占有期

397 occupies 1 英 ['ɒkjupaɪ] 美 ['ɑːkjupaɪ] vt. 占用；占领；从事；使忙碌；专心

398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399 oceanic 1 ['əuʃi'ænik] adj.海洋的；海洋产出的；在海洋中生活的；广阔无垠的

400 oceanographic 1 [,əuʃiənəu'græfik] adj.海洋学的；有关海洋学的（等于oceanographical）

401 of 3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02 off 4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403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404 offshore 2 ['ɔf'ʃɔ:, 'ɔ:-] adj.离岸的；[海洋]近海的；吹向海面的 adv.向海面，向海

405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406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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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on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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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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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410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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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orange 1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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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14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415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16 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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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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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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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parade 1 [pə'reid] n.游行；阅兵；炫耀；行进；阅兵场 vt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vi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n.(Parade)人名；
(法、德)帕拉德

420 part 2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421 partners 1 英 ['pɑ tːnə(r)] 美 ['pɑ rː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
422 partnership 1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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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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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pause 1 [pɔ:z] n.暂停；间歇 vi.暂停，停顿，中止；踌躇 n.(Pause)人名；(德)保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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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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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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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photographs 1 英 ['fəʊtəgræfs] 美 ['foʊtəgræfs] n.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.

430 pile 1 [pail] n.堆；大量；建筑群 vt.累积；打桩于 vi.挤；堆积；积累 n.(Pile)人名；(西)皮莱；(英)派尔
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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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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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3 planet 3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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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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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6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437 point 2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438 pointer 1 ['pɔintə] n.指针；指示器；教鞭；暗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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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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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
443 power 2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444 practices 1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
445 preemptive 1 [pri'emptiv, ,pri:-] adj.优先购买的；先发制人的；有先买权的

446 presence 2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447 president 4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48 projec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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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projecting 1 [prəu'dʒektiŋ] adj.突出的；伸出的 v.使突出（project的现在分词）；计划；发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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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452 proxy 1 ['prɔksi] n.代理人；委托书；代用品
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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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Putin 2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
455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456 quietly 1 ['kwaiətli] adv.安静地；秘密地；平稳地

457 rail 3 [reil] n.铁轨；扶手；横杆；围栏 vi.抱怨；责骂 vt.铺铁轨；以横木围栏

458 railway 3 ['reilwei] n.（英）铁路；轨道；铁道部门 vi.乘火车旅行

459 railways 4 ['reɪlweɪz] 铁路

460 rats 1 [ræts] int.胡说；瞎扯 n.[脊椎]鼠；卑鄙之人（rat的复数） v.捕鼠；出卖（rat的三单形式） n.(Rats)人名；(俄)拉茨

461 re 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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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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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rebuilt 1 [ri:'bilt] v.重新组装（rebuil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重建

465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466 renewable 4 [ri'nju:əbl] adj.可再生的；可更新的；可继续的 n.再生性能源

467 rental 1 ['rentəl] n.租金收入，租金；租赁 adj.租赁的；收取租金的

468 reopen 1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469 repairing 2 [ri'peəriŋ] v.修复（repair的ing形式）；修理

470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471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472 requesting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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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74 resort 1 [ri'zɔ:t] n.凭借，手段；度假胜地；常去之地 vi.求助，诉诸；常去；采取某手段或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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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retreated 1 [rɪ'triː t] n. 撤退；改变；隐居处 v. 撤退；改变；退避；缩回象棋的棋子

477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478 righ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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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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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road 5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481 rocks 1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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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rolled 1 [rəuld] adj.轧制的；滚制的 v.使…转动；摇摆（roll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484 rosenbaum 8 n. 罗森鲍姆

485 rottweilers 1 n.（德国种）罗特韦尔犬( Rottweiler的名词复数 )

486 routes 1 ['ru tːs] n. 航线；路线 名词route的复数形式.

487 rubble 1 ['rʌbl] n.碎石，碎砖；粗石堆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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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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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Russia 7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491 Russian 7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492 Russians 1 n. 俄罗斯人

493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494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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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saints 1 [seɪnt] n. 圣人；圣徒 vt. 把 ... 封为圣人

496 sample 1 ['sɑ:mpl, 'sæ-] vt.取样；尝试；抽样检查 n.样品；样本；例子 adj.试样的，样品的；作为例子的 n.(Sample)人名；(英)桑
普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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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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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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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503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504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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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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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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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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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Seward 2 n.苏华德（男子名，地名）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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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12 shippers 1 n. 托运人；运货商（shipper的复数）

513 shipp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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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515 shoe 1 [ʃu:] n.鞋；蹄铁；外胎 vt.给……穿上鞋；穿……鞋 n.(Shoe)人名；(英)休

516 Shores 1 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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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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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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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521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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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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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sink 1 [siŋk] vi.下沉；消沉；渗透 vt.使下沉；挖掘；使低落 n.水槽；洗涤槽；污水坑 n.(Sink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辛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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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skyline 1 ['skailain] n.地平线；空中轮廓线；架空索 vt.天空映衬出…的轮廓

526 slated 1 [sleɪt] n. 板岩；石板；石片；石板色；候选人名单 adj. 暗蓝灰色的；含板岩的 vt. 用石板覆盖；严厉批评；提名；预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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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slowdown 1 ['sləudaun] n.减速；怠工；降低速度

529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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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society 2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531 some 3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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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34 sorry 1 ['sɔ:ri, 'sɔ-] adj.遗憾的；对不起的，抱歉的 int.对不起，抱歉（表示委婉的拒绝等）

535 sources 1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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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soviet 1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
538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539 span 1 [/spæn/] n.跨度，跨距；范围 vt.跨越；持续；以手指测量 n.(Span)人名；(捷)斯潘

540 spans 1 [spæn] n. 时期；跨度；间距 vt. 延续；横跨；贯穿；遍及；弥补 动词spin的过去式形式.

541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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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44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545 stable 1 ['steibl] n.马厩；牛棚 adj.稳定的；牢固的；坚定的 vi.被关在马厩 vt.赶入马房 n.(Stable)人名；(英)斯特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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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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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stat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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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550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551 steal 1 vt.剽窃；偷偷地做；偷窃 vi.窃取；偷偷地行动；偷垒 n.偷窃；便宜货；偷垒；断球

552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553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554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555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556 stretches 1 [stretʃ] v. 伸展；延伸；张开；夸大 n. 伸展；张开；弹性；一段时间；<俚>刑期 adj. 可伸缩的

557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558 strikes 1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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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suburb 1 ['sʌbə:b] n.郊区；边缘

561 succeed 1 [sək'si:d] vi.成功；继承；继任；兴旺 vt.继承；接替；继…之后

562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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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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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surfa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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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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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7 survey 1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56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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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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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takes 2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572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573 tallest 2 ['tɔː lɪst] adj. 最高的

574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575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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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578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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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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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tetra 1 ['tetrə] n.脂鲤（南美产的热带鱼）

582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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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585 that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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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the 8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87 their 1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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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590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91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92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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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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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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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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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8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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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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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to 5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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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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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tool 2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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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606 toys 1 ['tɔɪz] n. 玩具 名词toy的复数形式.

607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608 trai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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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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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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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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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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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614 tri 1 [trai] abbr.产业研究所（TopologyResearchInstitute）；技术报告说明书（TechnicalReportInstruction）

61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16 troops 2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617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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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turbines 1 ['tɜːbaɪnz] 涡轮

620 two 5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21 typically 2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
622 Ukraine 14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623 Ukrainian 5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624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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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6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627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6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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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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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urban 1 ['ə:bən] adj.城市的；住在都市的 n.(Urban)人名；(西)乌尔万；(斯洛伐)乌尔班；(德、俄、罗、匈、塞、波、捷、瑞典、
意)乌尔班；(英)厄本；(法)于尔邦

631 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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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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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3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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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vested 1 ['vestid] adj.既定的；穿着衣服（尤指祭服）的；（美）带背心的（指西服套装） v.（财产、权利等）授予（vest的过去
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使穿衣服

636 victory 4 ['viktəri] n.胜利；成功；克服 n.(Victory)人名；(西)维多利；(英)维克托里

6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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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8 videotape 3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639 views 1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640 vital 1 ['vaitəl] adj.至关重要的；生死攸关的；有活力的 n.(Vital)人名；(法、德、意、俄、葡)维塔尔；(西)比塔尔

641 Vladimir 2 ['vlædimə] n.弗拉基米尔（古罗斯弗拉基米尔-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）

642 vocalizes 1 英 ['vəʊkəlaɪz] 美 ['voʊkəlaɪz] v. 发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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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4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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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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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6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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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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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0 water 2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651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652 waterways 2 ['wɔː təweɪz] n. 排水沟

6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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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4 wch 1 n. 西海岸装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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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5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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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6 weapon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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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57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658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6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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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0 whale 7 [hweil] vt.猛揍；使惨败 vi.捕鲸 n.鲸；巨大的东西 n.(Whale)人名；(英)惠尔

661 whales 7 n.鲸鱼（whale的复数） v.捕鲸（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662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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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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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4 whe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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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5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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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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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669 whoa 1 [hwəu] int.惊叹声；咳！

670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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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2 wildlife 4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673 wind 2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674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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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6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677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78 Woods 1 [wudz] n.[林]树林；森林；木头（wood的复数） v.供以木材；用森林覆盖（woo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Woods)人名；
(英、葡)伍兹

679 work 6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680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681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68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683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84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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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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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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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9 York 7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90 Yorker 1 ['jɔ:kə] n.（板球）击球棒下面通过的球

691 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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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3 Zeus 1 [zju:s] n.宙斯（希腊神话中的主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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