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5-13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2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3 accepting 1 [ək'septiŋ] adj.承兑的；易接受的；赞同的 v.接受；同意；承担（责任等）（accept的ing形式）

4 achievement 1 n.成就；完成；达到；成绩

5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6 actually 5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7 administration 3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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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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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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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gressively 1 [ə'gresivli] adv.侵略地；攻击地；有闯劲地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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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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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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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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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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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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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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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
24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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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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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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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pp 4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
28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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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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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rtificial 1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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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side 2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
33 astonished 1 [ə'stɔniʃt] adj.吃惊的

34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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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attacking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36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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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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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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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affling 1 ['bæfliŋ] adj.令人困惑的；阻碍的；令人丧气的；变幻的 v.使困惑；挫败（baffl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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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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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4 been 10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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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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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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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49 benjamin 1 ['bendʒəmin] n.本杰明（男子名）；受宠爱的幼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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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52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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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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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56 blue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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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7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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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60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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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usiness 5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63 businessman 1 ['biznismæn] n.商人

64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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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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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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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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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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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entenarian 1 [,senti'nεəriən] adj.百岁或逾百岁以上的 n.百岁或逾百岁以上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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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74 chair 1 [tʃεə] n.椅子；讲座；（会议的）主席位；大学教授的职位 vt.担任（会议的）主席；使…入座；使就任要职 n.(Chair)人
名；(法)谢尔

75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76 champion 3 ['tʃæmpiən] n.冠军；拥护者；战士 vt.支持；拥护 adj.优胜的；第一流的 n.(Champion)人名；(英)钱皮恩；(法)尚皮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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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79 chaturanga 1 [tʃeɪ'təræŋɡə] n. 古代印度象棋

80 chess 8 [tʃes] n.国际象棋，西洋棋 n.(Chess)人名；(英)切斯

81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82 civilians 1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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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nn 7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85 cocaine 1 [kə'kein] n.[药]可卡因

86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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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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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commentator 1 ['kɔmenteitə] n.评论员，解说员；实况播音员；时事评论者

89 commitment 1 [kə'mitmənt] n.承诺，保证；委托；承担义务；献身

90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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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93 compan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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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95 computer 8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96 concluded 1 [kən'kluːd] vt. 推断出；缔结；使结束 vi. 结束；总结；作决定；作协议

97 consecutive 1 [kən'sekjutiv] adj.连贯的；连续不断的

98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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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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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02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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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our 1 n. 库尔（人名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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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06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07 crucial 1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
108 cultural 3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109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10 Cynthia 2 ['sinθiə] n.月亮；月亮女神

111 Dakota 1 [də'kəutə] n.达科他（美国过去一地区名，现分为南、北达科他州） adj.达科他人的

112 damaged 2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3 damaging 1 ['dæmidʒiŋ] adj.有破坏性的，损害的；诽谤的 v.破坏（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损害

114 dates 1 [deɪt] n. 日期；年代；会晤时间；约会；约会对象；枣椰树；枣子 v. 给 ... 标明日期；确定年代；过时；显老；和 ... 约
会；追溯到

115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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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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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18 deaths 4 ['deθs] 死亡人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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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121 decreased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122 deep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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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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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defines 1 [dɪ'fɑɪnz] v. 定义 动词defin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26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127 Denmark 1 ['denma:k] n.丹麦（欧洲国家）

128 dent 1 n.凹痕；削弱；减少 vi.产生凹陷；凹进去 vt.削弱；使产生凹痕 n.(Dent)人名；(英、葡)登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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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estroyed 2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131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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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detailed 1 ['di:teild, di'teild] adj.详细的，精细的；复杂的，详尽的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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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135 developed 2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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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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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39 digitally 1 ['didʒitəli] adv.数位

140 dimension 1 n.方面;[数]维；尺寸；次元；容积vt.标出尺寸 adj.规格的

141 dimensional 2 [di'menʃənəl, dai-] adj.空间的；尺寸的

142 disappearing 1 英 [ˌdɪsə'pɪə(r)] 美 [ˌdɪsə'pɪr] vi. 消失；不见；失踪

143 discoverer 1 [dis'kʌvərə] n.发现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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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
146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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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documentation 1 [,dɔkjumen'teiʃən] n.文件,证明文件,史实,文件编制

148 documenting 1 ['dɒkjʊmentɪŋ] n. 文件制作，文件编制 动词documen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49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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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1 doubt 1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
152 dramatic 1 adj.戏剧的；急剧的；引人注目的；激动人心的

153 draw 4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154 drug 6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155 drugs 4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156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157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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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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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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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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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edges 1 [edʒ] n. 边缘；优势；边；刀口 vt. 给 ... 加上边；缓慢横过；使锋利 vi. 徐徐前进

163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64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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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nd 5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67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68 entertaining 1 [,entə'teiniŋ] adj.令人愉快的 v.款待（entertain的ing形式）

169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170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71 eternity 1 n.来世，来生；不朽；永世；永恒

172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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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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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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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7 extensive 1 [ik'stensiv] adj.广泛的；大量的；广阔的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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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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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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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atal 1 ['feitl] adj.致命的；重大的；毁灭性的；命中注定的 n.(Fatal)人名；(葡、芬)法塔尔

183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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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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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entanyl 2 ['fentənil] n.芬太尼（主要用作止痛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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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ilm 1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
189 filming 1 ['filmiŋ] n.拍摄；摄影；薄膜形成 v.拍摄（film的ing形式）；以薄膜覆盖

190 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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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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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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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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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95 fountain 2 ['fauntin] n.喷泉，泉水；源泉 n.(Fountain)人名；(英)方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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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riday 2 ['fraidi] n.星期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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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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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game 7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201 games 3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02 garry 5 ['gæri] n.奥里根白栎（植物） n.(Garry)人名；(英、法)加里

203 Gary 1 ['gæri] n.盖理

204 generate 1 vt.使形成；发生；生殖；产生物理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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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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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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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gloomy 1 ['glu:mi] adj.黑暗的；沮丧的；阴郁的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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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golf 1 [gɔlf] n.高尔夫球；高尔夫球运动 vi.打高尔夫球 n.(Golf)人名；(西、挪)戈尔夫

212 goo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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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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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grand 1 [grænd] adj.宏伟的；豪华的；极重要的 n.大钢琴；一千美元 n.(Grand)人名；(法)格朗；(英、瑞典)格兰德

216 grandmaster 1 [ɡ'rændm'ɑːstə] 大师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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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greeted 1 [ɡ'riː tɪd] adj. 问候的； 向 ... 致敬的 动词gr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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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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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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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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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223 has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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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hav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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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h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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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headline 1 ['hedlain] n.大标题；内容提要；栏外标题；头版头条新闻 vt.给…加标题；使成为注意中心；大力宣传

227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28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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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230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31 heritage 5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
232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33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234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35 historic 2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236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37 holders 1 n. 持有人（holder的复数）

238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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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41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242 human 3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43 ibm 4 abbr.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(=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)

244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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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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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impacted 1 [im'pæktid] adj.压紧的；结实的；嵌入的；（人口）稠密的 v.装紧；挤满（impa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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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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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0 in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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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2 India 2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253 info 1 ['infəu] n.信息；情报

254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
255 intelligence 1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256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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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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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i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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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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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jacket 1 n.羽绒滑雪衫；西装短外套；短上衣，夹克；土豆皮；书籍的护封；文件套，公文夹 vt.给…穿夹克；给…装护套；
给…包上护封；〈口〉打

262 jensen 2 延森(①姓氏 ②J.；Hans D

263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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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4 Joel 1 ['dʒəuəl] n.（圣经中的）约耳书；约珥（圣经人物）

265 judged 1 [dʒʌdʒ] n. 法官；裁判 v. 断定；判断；审判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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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kasparov 6 n.(Kasparov)人名；(俄)卡斯帕罗夫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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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keeps 1 ['kiː 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
270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1 killed 2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272 kyiv 2 [地名] [乌克兰] 基辅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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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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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landmarks 1 ['lændmɑːks] n. 地标，陆标；里程碑（名词landmark的复数形式）

276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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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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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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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lengthy 1 ['leŋθi] adj.漫长的，冗长的；啰唆的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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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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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84 li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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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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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likes 1 n.好恶；爱好的事物 v.喜欢；愿意（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Likes)人名；(英)莱克斯

287 linings 1 n. 衬里；内里；套筒（lining的复数）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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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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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291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292 longevity 1 [lɔn'dʒevəti] n.长寿，长命；寿命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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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loses 1 [luːz] vt. 丢失；失败；削减；丧生；看不到；亏损；迷失 vi. 失败；经受损失；走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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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lo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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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machine 3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298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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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magnificent 1 [mæg'nifisənt] adj.高尚的；壮丽的；华丽的；宏伟的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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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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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ma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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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man 2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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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master 1 ['mɑ:stə, 'mæstə] vt.控制；精通；征服 n.硕士；主人；大师；教师 adj.主人的；主要的；熟练的 n.(Master)人名；(英)马斯
特

306 match 6 [mætʃ] vt.使比赛；使相配；敌得过，比得上；相配；与…竞争 vi.比赛；匹配；相配，相称；相比 n.比赛，竞赛；匹
配；对手；火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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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08 meaningful 1 ['mi:niŋful] adj.有意义的；意味深长的

309 medications 1 [medɪ'keɪʃnz] 药物

310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311 memorials 1 [mɪ'mɔː riəlz] n. 纪录

312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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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methamphetamine 1 [,meθæm'fetəmi:n, -min] n.甲基苯丙胺；脱氧麻黄碱（中枢兴奋药，等于meth，Spee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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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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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318 minding 1 [maɪnd] n. 头脑；精神；心；想法；意见；心思；注意力；有才智的人；记忆；心情；理智；[宗]追思弥撒；上帝 v.
留心；注意；专心于；介意；照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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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missile 1 ['misail, -səl] n.导弹；投射物 adj.导弹的；可投掷的；用以发射导弹的

321 mobile 1 adj.可移动的；机动的；易变的；非固定的 n.移动电话

322 Mobridge 2 n. 莫布里奇(在美国；西经 100º26' 北纬 45º32')

323 model 3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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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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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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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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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moves 4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330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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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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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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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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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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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7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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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newer 1 [n'juːər] adj.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.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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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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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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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45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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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Obama 1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347 of 3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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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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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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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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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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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2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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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one 5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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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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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opioids 1 [əʊ'piː əʊɪdz] 类罂粟碱

358 opponents 1 [ə'pəʊnənts] 对手

359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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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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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originating 1 [ə'rɪdʒɪneɪtɪŋ] n. 出现；发源 动词originate的现在分词.

362 ortman 2 n. 奥特曼

36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64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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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
366 outmaneuvered 1 [ˌaʊtmə'nuːvə] v. 以策略制胜；以机动性胜过

367 outstanding 1 [,aut'stændiŋ] adj.杰出的；显著的；未解决的；未偿付的 n.未偿贷款

368 ovation 1 [əu'veiʃən] n.热烈欢迎；大喝采

369 over 5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370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371 overdose 1 ['əuvədəus, ,əuvə'dəus] vt.配药过量；使过分沉溺 n.药量过多（等于overdosage） vi.服药过量；过分沉溺

372 overdoses 4 英 ['əʊvədəʊs] 美 ['oʊvərdoʊs] n. 配药量过多；过量 v. （使）服过量的药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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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painkiller 1 ['pein,kilə] n.止痛药

375 paint 1 vt.油漆；绘画；装饰；涂色于；描绘；（用语言，文字等）描写；擦脂粉等 vi.油漆；描绘；绘画；化妆 n.油漆；颜
料，涂料；绘画作品；胭脂等化妆品；色彩，装饰 n.潘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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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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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
379 Persia 1 ['pə:ʃə] n.波斯（西南亚国家，现称伊朗）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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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photographing 1 ['fəʊtəɡrɑ fːɪŋ] n. 摄影 动词photograph的现在分词.

382 photos 3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
383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384 pitted 1 ['pitid] adj.有麻点的；除了核的；有凹痕的 v.把…放进坑内；挖坑于；使留下疤痕（pit的过去分词）

385 pl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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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plac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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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7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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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played 4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390 player 2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
391 playing 4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392 plays 1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393 pollock 1 ['pɔlək] n.鳕鱼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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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4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395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396 positional 1 [pə'ziʃənəl] adj.位置的；地位的

397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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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praise 1 [preiz] n.赞扬；称赞；荣耀；崇拜 vt.赞美，歌颂；表扬 vi.赞美；赞扬

400 precursor 1 [pri:'kə:sə, pri-] n.先驱，前导

401 prescription 1 [pris'kripʃən] n.药方；指示；惯例 adj.凭处方方可购买的

402 preserve 3 vt.保存；保护；维持；腌；禁猎 n.保护区；禁猎地；加工成的食品；（某人或群体的）专门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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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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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406 program 2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407 programmers 1 n. 程序员（programmer的复数）

408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409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10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411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412 ranked 1 [ræŋk] n. 等级；阶层；排；列 v. 排列；分等级；列为；排名，排位 adj. 繁茂的；讨厌的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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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rebuild 1 [,ri:'bild, 'ri:,bild] vt.重建；改造，重新组装；复原 vi.重建

415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16 recor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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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recorded 2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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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420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421 rematch 1 ['ri:mætʃ] n.复赛；再匹配

422 repair 1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
423 report 2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424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425 reporter 2 [ri'pɔ:tə] n.记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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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resign 1 [ri'zain] vt.辞职；放弃；委托；使听从 vi.辞职 n.辞去职务

428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429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430 retire 1 [ri'taiə] vi.退休；撤退；退却 vt.退休；离开；收回 n.退休；退隐；退兵信号

431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432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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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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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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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sales 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438 salesman 1 ['seilzmən] n.推销员；售货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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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9 sa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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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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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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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43 scan 1 [skæn] vt.扫描；浏览；细看；详细调查；标出格律 vi.扫描；扫掠 n.扫描；浏览；审视；细看

444 scheduled 1 英 ['ʃedju lː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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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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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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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second 2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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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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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emi 1 ['sem(a)i] n.半挂车；半独立式的住宅 n.(Semi)人名；(意、芬)塞米

452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453 set 3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454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455 shield 1 [ʃi:ld] n.盾；防护物；保护者 vt.遮蔽；包庇；避开；保卫 vi.防御；起保护作用 n.(Shield)人名；(英)希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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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sho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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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459 silver 1 ['silvə] n.银；银器；银币；银质奖章；餐具；银灰色 adj.银的；含银的；有银色光泽的；口才流利的；第二十五周年的
婚姻 vi.变成银色 vt.镀银；使有银色光泽 n.(Silver)人名；(法)西尔韦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西尔弗

460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461 sites 2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462 sixth 1 [siksθ] n.月的第六日，（与the连用的）第六个；六分之一 adj.（与the连用）第六的，第六个的；六分之一的

463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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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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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software 1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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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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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469 soren 1 苏林

470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471 spectators 2 [spek'teɪtəs] n. 观众；目击者 名词specta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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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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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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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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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statistics 1 [stə'tistiks] n.统计；统计学；[统计]统计资料

478 statue 2 ['stætju:, -tʃu] n.雕像，塑像 vt.以雕像装饰

479 stimulants 1 ['stɪmjʊlənts] n. 兴奋剂；刺激物 名词stimulant的复数形式.

480 stone 1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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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英)斯通

481 story 1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482 stunned 1 [stʌnd] adj.受惊的 v.使震惊；使不知所措（stu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

483 subtitle 1 ['sʌb,taitl] n.副标题；说明或对白的字幕 vt.在…上印字幕；给…加副标题

484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485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486 synthetic 2 [sin'θetik] adj.综合的；合成的，人造的 n.合成物

487 tak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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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tak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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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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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0 tantamount 1 ['tæntəmaunt] adj.同等的；相当于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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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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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TENS 1 十位

495 textile 1 ['tekstail, -til] n.纺织品，织物 adj.纺织的

496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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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498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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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the 7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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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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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then 6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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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06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07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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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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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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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thirds 1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512 this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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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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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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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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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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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519 throwback 1 ['θrəubæk] （俚）复古队服
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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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522 to 4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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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23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524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525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526 tornquist 6 n. 特恩奎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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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29 troops 1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530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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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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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34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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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ultimately 1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
537 unconventional 1 [,ʌnkən'venʃənəl] adj.非常规的；非传统的；不依惯例的

538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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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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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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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upgraded 1 ['ʌpgreɪdɪd] adj. 提高的；改善的 动词upgra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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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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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546 valvo 1 瓦尔沃

547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48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549 very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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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via 1 prep.渠道，通过；经由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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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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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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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Walter 1 ['wɔ:ltə] n.沃尔特（男子名）
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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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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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watching 4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559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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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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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w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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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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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65 w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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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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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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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while 2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569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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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0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571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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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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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wise 1 [waiz] adj.明智的；聪明的；博学的 vt.使知道；教导 vi.了解 n.(Wise)人名；(英)怀斯

575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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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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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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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worship 1 ['wə:ʃip] n.崇拜；礼拜；尊敬 vt.崇拜；尊敬；爱慕 vi.拜神；做礼拜

582 Wounded 2 ['wu:ndid] adj.受伤的 n.受伤者，伤员 v.使受伤（wound的过去分词）

583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84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585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586 you 1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587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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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yuri 1 n. 尤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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