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5-18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bott 5 ['æbət] n.阿尔伯特（人名）；雅培（公司名）

2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3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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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cident 1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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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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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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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 after 5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2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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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5 ailing 1 ['eiliŋ] adj.生病的，身体不舒服的；体衰的 v.生病；苦恼（ail的ing形式）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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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ires 1 n.白羊座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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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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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21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2 America 6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3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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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26 an 8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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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d 2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9 Andean 6 [æn'di:ən] adj.安第斯山脉的 n.安第斯山；安迪斯山脉之人民

30 Andes 2 ['ændi:z] n.安第斯山脉

31 andy 1 ['ændi] n.安迪（男子名，等于Andrew）

32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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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pollo 1 [ə'pɔləu] n.阿波罗（太阳神）；美男子

35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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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ren 1 阿伦

37 Argentine 1 ['ɑ:dʒəntain; -ti:n] adj.阿根廷的；银的 n.阿根廷人；银

38 Argentinian 1 [,a:dʒən'tiniən] adj.阿根廷的；阿根廷人的 n.阿根廷人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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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si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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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stronaut 1 ['æstrənɔ:t] n.宇航员，航天员；太空旅行者

42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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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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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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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vailability 1 [ə,veilə'biləti] n.可用性；有效性；实用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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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aby 3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48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49 bad 2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50 baits 1 [beɪt] n. 饵；引诱 v. 以饵引诱；逗弄；中途休息

51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52 bar 1 n.条，棒；酒吧；障碍；法庭 vt.禁止；阻拦 prep.除……外 n.(Bar)人名；(阿拉伯、德、法、俄、罗、捷、波、葡、以)巴
尔

53 Barack 1 n.贝拉克

54 basket 1 ['bɑ:skit, 'bæs-] n.篮子；（篮球比赛的）得分；一篮之量；篮筐 vt.装入篮

55 be 1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6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57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58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59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60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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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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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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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iden 3 n. 拜登(姓氏)

66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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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69 bipartisan 1 [,baipɑ:ti'zæn, -'pɑ:tizən] adj.两党连立的；代表两党的

70 bird 1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
71 birds 4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72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3 box 1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74 brakes 1 [breɪk] n. 制动器；闸；刹车 v. 刹车

75 break 2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76 bred 1 [bred] br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77 breeding 2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
78 Brent 3 [brent] n.布伦特（男子名）

79 bridge 8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80 Bridges 3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
81 Buenos 1 n.(Buenos)人名；(西)布埃诺斯

82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83 bullets 1 ['bʊlɪts] n. 弹药；军火 名词bullet的复数形式.

84 burned 1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
85 business 4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86 bus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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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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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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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by 2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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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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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captive 1 ['kæptiv] adj.被俘虏的；被迷住的 n.俘虏；迷恋者

92 captivity 1 [kæp'tivəti] n.囚禁；被关

93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94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95 caring 1 ['kεəriŋ] adj.有同情心的；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.关心；照顾（care的现在分词）

96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7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98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99 cartage 1 ['kɑ:tidʒ] n.货车运输；运费

100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01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102 celebrates 1 ['selɪbreɪt] v. 庆祝；庆贺；颂扬

103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104 chain 3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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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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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chicks 4 [t'ʃɪks] 雏鸡，小鸡（名词chick的复数形式）

108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109 Cincinnati 4 [,sinsi'næti] n.辛辛那提（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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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lip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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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clock 1 [klɔk] n.时钟；计时器 vt.记录；记时 vi.打卡；记录时间 n.(Clock)人名；(英)克洛克

113 cnn 5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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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5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116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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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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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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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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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onclusive 1 [kən'klu:siv] adj.决定性的；最后的；确实的；确定性的

122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23 condor 7 ['kɔndɔ:] n.秃鹫，秃鹰 n.(Condor)人名；(法、西、罗)孔多尔

124 condors 9 n.<动>神鹰( condor的名词复数 )

125 congestion 1 n.拥挤；拥塞；淤血

126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127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128 conserve 1 [kən'sə:v, 'kɔnsə:v] vt.保存；将…做成蜜饯；使守恒 n.果酱；蜜饯

129 conserving 1 英 [kən'sɜːv] 美 [kən'sɜ rːv] n. 蜜饯；果酱 v. 保存；保持；节省；用糖保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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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containers 1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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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contaminated 1 英 [kən'tæmɪneɪtɪd] 美 [kən'tæməneɪtɪd] adj. 受污染的 动词conta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3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134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35 conversations 1 n. 会话（conversatio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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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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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140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41 coup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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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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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rashed 1 [kræʃt] adj.失事的 v.碰撞，坠落，破产，垮台（crash的过去式）；崩溃

144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145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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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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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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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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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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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eficient 1 [di'fiʃənt] adj.不足的；有缺陷的；不充分的

154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155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156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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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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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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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62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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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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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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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66 don 2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67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68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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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9 d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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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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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dried 1 [draid] adj.干燥的；弄干了的 v.使干（原形是dry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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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dru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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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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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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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77 earthly 1 ['ə:θli] adj.地球的；尘世的；可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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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eco 1 ['i:kəu; 'ekəu] abbr.电子耦合振荡器（Electron-CoupledOscillator）；环境控制组织（EnvironmentalControlOrganization）；经济合
作组织（EconomicCooperationOrganization） n.(Eco)人名；(意)埃科

180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8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82 efforts 3 ['efəts] 努力

183 egg 3 n.蛋；卵子；家伙；鸡蛋 vt.煽动；怂恿 n.(Egg)人名；(法、英)埃格

184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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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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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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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endemic 1 [en'demik] adj.地方性的；风土的 n.地方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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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ngineers 1 英 [ˌendʒɪ'nɪə(r)] 美 [ˌendʒɪ'nɪr] n. 工程师；机(械)师 vt. 设计；建造；策划

192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93 ensuring 2 英 [ɪn'ʃʊə(r)] 美 [ɪn'ʃʊr] vt. 担保；保证；使安全；确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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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96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97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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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200 exercise 1 ['eksəsaiz] n.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锻炼；练习；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运动；练习

201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202 extra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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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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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ail 1 [feil] vi.失败，不及格；破产；缺乏；衰退 vt.不及格；使失望；忘记；舍弃 n.不及格 n.(Fail)人名；(葡、捷)法伊尔；(法)法
伊

205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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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207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
208 fed 1 v.喂养（feed过去式） abbr.联邦储备局（theFederalReserveSystem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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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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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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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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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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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fixed 1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
216 fledgling 1 ['fledʒliŋ] n.无经验的人；刚会飞的幼鸟

217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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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flown 1 v.飞行（fly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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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221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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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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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form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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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formula 11 ['fɔ:mjulə] n.[数]公式，准则；配方；婴儿食品

226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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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229 freeze 1 [fri:z] vi.冻结；冷冻；僵硬 vt.使…冻住；使…结冰 n.冻结；凝固 n.(Freeze)人名；(英)弗里兹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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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fruit 1 [fru:t] n.水果；产物 vi.结果实 vt.使……结果实 n.(Fruit)人名；(法)弗吕；(英)弗鲁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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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234 functionally 1 adv.功能地；函数地；职务上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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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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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238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239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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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242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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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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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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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go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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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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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249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250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251 greens 1 n.绿地；绿叶蔬菜；生手；绿色物（green的复数） v.使变绿色；使恢复活力（green的三单形式）

252 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253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254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255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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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7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258 handle 1 ['hændl] n.[建]把手；柄；手感；口实 vt.处理；操作；运用；买卖；触摸 vi.搬运；易于操纵

259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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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has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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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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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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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hayden 5 ['heidən] n.海登（姓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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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5 he 1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266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267 hearts 1 英 [hɑ tː] 美 [hɑ rːt] n. 心；内心；中心；要点；红桃 v. 将…记在心里，铭记；鼓励

268 heed 1 [hi:d] vi.注意，留心 n.注意到；留心到 vt.注意，留心 n.(Heed)人名；(瑞典)赫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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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Herrmann 1 赫尔曼 n.(Herrmann)人名；(西、法)埃尔曼；(瑞典、德、英、罗、捷、芬)赫尔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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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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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
276 hilltop 1 ['hiltɔp] n.小山顶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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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8 Himalayan 1 [,himə'leiən] adj.喜玛拉雅山脉的

279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80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281 ho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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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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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huge 3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284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85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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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hunting 1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
288 iconic 1 [ai'kɔnik] adj.图标的，形象的

289 Idaho 1 ['aidəhəu] n.爱达荷

290 if 8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91 illnesses 1 ['ɪlnəsɪz] n. 疾病 名词illness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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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imports 1 [ɪm'pɔː ts] n. 进口商品；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.

294 in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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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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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Indiana 1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297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98 infrastructure 4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299 ingest 1 [in'dʒest] vt.摄取；咽下；吸收；接待

300 inherit 1 [in'herit] vt.继承；遗传而得 vi.成为继承人

301 insist 1 [in'sist] vt.坚持，强调 vi.坚持，强调

302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
303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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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involv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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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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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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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it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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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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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9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10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311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312 juniper 1 ['dʒu:nipə] n.杜松；桧或刺柏属植物；（美）桧状植物（多用于装饰） n.(Juniper)人名；(英)朱尼珀

313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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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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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Kentucky 2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316 kicked 1 [kɪk] v. 踢；反冲 n. 踢；反冲；后座力

317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318 kills 1 [kɪl] v. 杀死；终止；消灭；使痛苦；消磨；使精疲力竭 n. 杀；猎获物

319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320 labeled 1 ['leɪbld] adj. 有标签的 动词la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21 laboratories 1 英 [lə'bɒrətri] 美 ['læbrətɔː ri] n. 实验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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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tex 1 ['leiteks] n.乳胶；乳液

324 law 2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325 lead 3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326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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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329 lifetime 1 ['laiftaim] n.一生；寿命；终生；使用期 adj.一生的；终身的

330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331 like 4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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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334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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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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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o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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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339 Luis 2 ['luis] n.路易斯（人名）

340 luke 3 [lu:k] n.卢克（男子名）；路加（基督教早期信徒之一）；路加福音

341 lunar 2 ['lju:nə] adj.月亮的，月球的；阴历的；银的；微亮的 n.(Lunar)人名；(西)卢纳尔

342 lunch 1 n.午餐 vt.吃午餐；供给午餐 vi.吃午餐；供给午餐

343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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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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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make 2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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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m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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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8 manufactured 1 [mænjʊ'fæktʃəd] adj. 制成的；人造的 动词manufact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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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
350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351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52 mapuche 1 马普彻人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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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55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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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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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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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mind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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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miracle 1 ['mirəkl] n.奇迹，奇迹般的人或物；惊人的事例 n.(Miracle)人名；(英)米勒克尔；(意、西)米拉克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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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missions 1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
363 mistaken 1 [mi'steikən] adj.错误的；弄错的；被误解的 v.弄错（mis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64 moment 2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365 monitoring 1 ['mɔnitəriŋ] n.监视，[自]监控；检验，检查 v.监视，[通信][军]监听，监督（monitor的ing形式）

366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67 months 3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68 moon 2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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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ther 2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371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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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muntean 7 蒙泰安

374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375 mustard 1 ['mʌstəd] n.芥末；芥菜；深黄色；强烈的兴趣 n.(Mustard)人名；(英)马斯塔德

376 nampa 1 n. 楠帕(在芬兰；东经 26º10' 北纬 66º49')

377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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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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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nature 2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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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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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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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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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87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88 newborn 1 ['nju:bɔ:n] adj.新生的；再生的 n.婴儿

389 news 3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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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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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norberto 2 诺尔贝托

393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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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4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395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96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397 nutrition 1 [nju:'triʃən] n.营养，营养学；营养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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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obsolete 1 ['ɔbsəli:t, ,ɔbsə'li:t] adj.废弃的；老式的 n.废词；陈腐的人 vt.淘汰；废弃

400 of 3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01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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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offspring 1 ['ɔfspriŋ, 'ɔ:-] n.后代，子孙；产物

404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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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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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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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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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opens 2 英 ['əʊpənz] 美 ['oʊpənz] v.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410 optimism 1 ['ɔptimizəm] n.乐观；乐观主义

411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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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13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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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outside 2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416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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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ir 1 [pεə] n.一对，一双，一副 vt.把…组成一对 n.(Pair)人名；(英、法)佩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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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parents 3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421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422 par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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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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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patience 1 ['peiʃəns] n.耐性，耐心；忍耐，容忍

425 patient 1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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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428 perch 1 [英[pɜ tːʃ] 美[pɝtʃ]] n.鲈鱼;高位；栖木；杆 vt.栖息；就位；位于；使坐落于 vi.栖息；就位；位于 n.(Perch)人名；(俄)佩
尔奇；(丹)佩克

429 pete 1 [pi:t] n.保险箱，银箱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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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432 plant 4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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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4 plummeting 1 ['plʌmɪt] n. 铅锤；铅垂线 vi. 垂直落下；暴跌

435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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茨

436 poison 1 vt.污染；使中毒，放毒于；败坏；阻碍 vi.放毒，下毒 n.毒药，毒物；酒；有毒害的事物；[助剂]抑制剂；(Poison)人
名；(西)波伊松

437 poisoned 1 ['pɔɪzənd] adj. 中毒的 动词pois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38 poisoning 2 ['pɔizəniŋ] n.中毒 v.毒害（poison的ing形式）

439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440 poster 1 ['pəustə] n.海报，广告；招贴 n.(Poster)人名；(英)波斯特

441 practical 1 ['præktikəl] adj.实际的；实用性的

442 predators 1 [p'redətəz] 食虫动物

443 president 8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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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problems 3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446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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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products 4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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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451 projects 2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452 prompts 1 n.[计]提示；提示性语言（prompt的复数形式）

453 prone 1 [prəun] adj.俯卧的；有…倾向的，易于…的 n.(Prone)人名；(意、法)普罗内

454 puppets 1 n. 木偶；傀儡（puppet的复数）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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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6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57 raised 2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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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rated 1 ['reɪtɪd] adj. 额定的 动词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60 re 5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61 reached 1 到达

462 reaches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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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465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66 reason 2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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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recalled 1 [rɪ'kɔː l] n. 回忆；取消；召回 vt. 召回；恢复；回想起；唤起；与 ... 相似

469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47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71 reconnect 1 [ˌriː kə'nekt] v. 使再接合；重新连接

472 reddish 1 ['rediʃ] adj.微红的；略带红色的 n.(Reddish)人名；(英)雷迪什

473 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74 regional 2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
475 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476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477 release 2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478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479 reopening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480 replacing 1 [rɪ'pleɪsɪn] adj. 更换的；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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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1 reportedly 2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482 reporter 8 [ri'pɔ:tə] n.记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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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reproduce 1 [,ri:prə'dju:s] vt.复制；再生；生殖；使…在脑海中重现 vi.复制；繁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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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rescued 1 ['reskju ]ː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
487 resolved 1 [ri'zɔlvd] adj.下定决心的；已解决的；断然的 v.解决；决定；分解；转变（resolve的过去分词）

488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489 restart 1 [,ri:'stɑ:t, 'ri:stɑ:t] vi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vt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n.重新开始；返聘

490 restock 1 [,ri:'stɔk] vt.重新进货；再储存 vi.补充货源；补足

491 restocked 1 英 [ˌriː 'stɒk] 美 [ˌriː 'stɑːk] v. 重新进货；再储备；补充鱼苗

492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493 reverence 1 ['revərəns] n.崇敬；尊严；敬礼 vt.敬畏；尊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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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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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497 rocket 1 ['rɔkit] vi.飞驰，飞快地移动；迅速增加 n.火箭 vt.用火箭运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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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root 2 [ru:t, rut] n.根；根源；词根；祖先 vi.生根；根除 vt.生根，固定；根源在于 n.(Root)人名；(英)鲁特；(德、瑞典)罗特

500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
501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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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sacred 1 ['seikrid] adj.神的；神圣的；宗教的；庄严的
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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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salad 1 ['sæləd] n.色拉；尤指莴苣 n.(Salad)人名；(阿拉伯)萨拉德

506 sale 1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
507 sank 1 ['sæŋk] vt.沉陷（sink的过去式） vi.沉陷（sink的过去式） n.(Sank)人名；(德)赞克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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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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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11 scavenger 1 ['skævindʒə] n.食腐动物；清道夫；[助剂]清除剂；拾荒者

512 scavengers 1 自由基清除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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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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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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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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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seed 1 [si:d] n.种子；根据；精液；萌芽；子孙；原由 vt.播种；结实；成熟；去…籽 vi.播种；（植物）结实 n.(Seed)人名；(英)
锡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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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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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shelves 2 [ʃelvz] n.架子（shelf的复数） v.装架（shel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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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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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4 shortage 2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525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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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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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529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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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532 sky 1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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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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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soaring 1 ['sɔ:riŋ] adj.翱翔的；高耸的；猛增的 v.高耸（soa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高飞；猛增

536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537 sod 1 [sɔd] n.草地；草皮 vt.铺上草皮；以生草土覆盖；铺草皮于 n.(Sod)人名；(泰)梭

538 soil 3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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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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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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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543 sout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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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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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546 spence 3 [spens] n.思朋斯（男子名，等于Spencer）

547 spirituals 1 [spɪ'rɪtʃuəlz] 圣歌

548 sprout 1 [spraut] vi.发芽；长芽 vt.使发芽；使萌芽 n.芽；萌芽；苗芽 n.(Sprout)人名；(英)斯普劳特

549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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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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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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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stores 2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555 stresses 1 [stres] n. 压力；强调；重音 vt. 强调；重读

556 strict 1 [strikt] adj.严格的；绝对的；精确的；详细的

557 structurally 1 ['strʌktʃərəli] adv.在结构上

558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559 stunted 1 ['stʌntid] adj.发育不良的；成长受妨碍的；长得矮小的 v.阻碍…发展（stun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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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suppliers 1 n. 供应商；供应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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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supply 2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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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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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swan 1 [swɔn, swɔ:n] n.天鹅；天鹅星座 vi.游荡，闲荡 n.(Swan)人名；(英、芬、德)斯旺

567 tak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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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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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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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571 Tehuelches 1 (pl.；Tehuelche；Tehuelches)德卫尔彻人(南美巴塔哥尼亚的主要土著民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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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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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that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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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the 8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76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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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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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79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80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81 they 1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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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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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thi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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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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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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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89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590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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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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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throughout 2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594 ticking 1 ['tikiŋ] n.坚质条纹棉布或亚麻布；（指钟表发出的）滴答响声

595 tight 1 [tait] adj.紧的；密封的；绷紧的；麻烦的；严厉的；没空的；吝啬的 adv.紧紧地；彻底地 n.(Tight)人名；(英)泰特

596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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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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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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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to 5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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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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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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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toxic 1 ['tɔksik] adj.有毒的；中毒的

603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604 transcendence 1 [træn'sendəns] n.超越；卓越；超然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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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6 transformed 1 [træns'fɔː m] vt. 改变；转换 vi. 改变；变形；变态

607 translator 1 n.译者；翻译器

608 transporters 1 [træns'pɔː təz] 转运蛋白

609 tried 2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61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11 trucking 2 ['trʌkiŋ] n.货车运输；货车运输业；以货易货 v.交易；打交道；用卡车运（truck的ing形式）

612 trucks 1 [trʌk] n. 卡车；手推车；敞篷货车 n. 交易；交往；商品蔬菜；实物工资；<口>垃圾 v. 以卡车运 v. 交易；打交道

6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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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614 trumpeter 1 n.小号手；号兵

615 twenty 1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
616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617 two 5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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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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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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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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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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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3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624 us 1 pron.我们

625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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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6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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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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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8 vide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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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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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
631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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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3 vulture 1 ['vʌltʃə] n.秃鹰，秃鹫；贪婪的人

634 vultures 1 n. 秃鹰（vulture的复数）

635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636 warehousing 1 ['wεə,hausiŋ] n.储仓；（商业银行所提供的）周转性短期贷款 v.把…存入仓库；使落栈（warehouse的现在分词）

63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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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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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0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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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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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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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4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645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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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6 whe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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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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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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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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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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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652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653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654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55 widest 1 ['waɪdɪst] adj. 最宽的；最广阔的 形容词wide的最高级形式.

656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657 will 4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658 wingspan 3 ['wiŋspæn] n.翼展；翼幅

659 with 1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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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0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6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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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2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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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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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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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5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66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667 you 1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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