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5-19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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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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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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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am 1 ['ædəm] n.亚当

6 addressing 2 [ə'drəsiŋ] n.寻址，定址；访问

7 aerial 3 ['εəriəl] adj.空中的，航空的；空气的；空想的 n.[电讯]天线

8 aerobatics 1 [,εərəu'bætiks] n.特技飞行；[航]特技飞行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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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1 aggression 1 [ə'greʃən] n.侵略；进攻；侵犯；侵害

12 aims 2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3 air 4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4 aircraft 1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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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irplane 3 ['εəplein] n.飞机

17 aliens 2 ['eɪliən] n. 外侨；外国人；外星人 adj. 外国的；陌生的；相异的

18 alignment 1 [ə'lainmənt] n.队列，成直线；校准；结盟

19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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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lliance 5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21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2 aloft 1 [ə'lɔft] adv.在空中；在高处；在上面 prep.在…之上；在…顶上 adj.在空中的；在高处的；在上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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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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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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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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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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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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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nything 2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32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33 application 1 n.应用；申请；应用程序；敷用；（对事物、学习等）投入

34 applications 1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35 applied 3 [ə'plaid] adj.应用的；实用的 v.应用；实施（apply的过去分词）；敷上

36 apply 3 [ə'plai] vt.申请；涂，敷；应用 vi.申请；涂，敷；适用；请求

37 applying 1 [ə'plaɪ] vt. 应用；涂；使专心从事 vi. 申请；有关联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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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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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41 armies 1 英 ['ɑːmi] 美 ['ɑ rːmi] n. 军队；陆军；一大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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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artistic 1 [ɑ:'tistik] adj.艺术的；风雅的；有美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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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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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sheville 1 ['æʃvil] n.阿什维尔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西部城市）

46 assertions 1 [ə'sɜ ʃːnz] 断言

47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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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49 attachment 2 [ə'tætʃmənt] n.附件；依恋；连接物；扣押财产

50 audio 1 ['ɔ:diəu] adj.声音的；[声]音频的，[声]声频的

51 Austrian 2 ['ɔstriən] adj.奥地利的；奥地利人的 n.奥地利人

52 authenticity 1 [,ɔ:θen'tisəti] n.真实性，确实性；可靠性

53 automatically 1 [,ɔ:tə'mætikəli] adv.自动地；机械地；无意识地 adj.不经思索的

54 automotive 1 [,ɔ:təu'məutiv] adj.汽车的；自动的

55 avatar 1 n.（印度教，佛教）神的化身；（某种思想或品质）化身；（网络）头像，替身 n.(Avatar)电影《阿凡达》

5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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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acked 2 [bækt] adj.有背的；有财力支持的 v.支持；使后退（back的过去分词）

59 balloons 2 [bə'luːn] n. 气球；球状物 vt. 使膨胀 vi. 乘气球飞行；激增；如气球般膨胀 adj. 气球状的

60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
61 battery 1 n.[电]电池，蓄电池 n.[法]殴打 n.[军]炮台，炮位

62 be 1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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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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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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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egin 5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69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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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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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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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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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birthday 1 ['bə:θdei] n.生日，诞辰；诞生的日子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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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6 bloc 3 ['blɔk] n.集团 n.(Bloc)人名；(法、罗)布洛克

77 blow 2 [bləu] n.吹；打击；殴打 vi.风吹；喘气 vt.风吹 n.(Blow)人名；(英)布洛

78 blown 1 [bləun] adj.吹制的，吹出的；开花的，盛开的；喘气的 v.风吹（blow的过去分词） n.(Blown)人名；(英)布洛恩

79 blu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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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0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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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bray 3 [brei] vi.叫；捣碎 vt.叫 n.驴叫声；喇叭声 n.(Bray)人名；(意)布拉伊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)布雷

83 breath 1 [breθ] n.呼吸，气息；一口气，（呼吸的）一次；瞬间，瞬息；微风；迹象；无声音，气音

84 breathe 1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
85 breathing 4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86 breaths 1 n.（一次）呼吸( breath的名词复数 ); 气息; 呼吸的空气; 微量

87 Brussels 1 ['brʌslz] n.布鲁塞尔（比利时首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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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89 bull 1 [bul] n.公牛；看好股市者；粗壮如牛的人；胡说八道；印玺 adj.大型的；公牛似的；雄性的 vt.企图抬高证券价格；吓唬；
强力实现 vi.价格上涨；走运；猛推；吹牛 n.(Bull)人名；(英、葡、瑞典、芬、挪、德)布尔

90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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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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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94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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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a 1 abbr.大约，接近于（circa）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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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candles 1 ['kændl] n. 蜡烛；烛形物 vt. 对光检查

98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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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101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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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haracter 1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
104 cherished 1 ['tʃerɪʃ] vt. 珍爱；抱有；抚育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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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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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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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lleagues 1 英 ['kɒliː ɡ] 美 ['kɑ lːiː ɡ] n. 同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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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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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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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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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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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ncessions 1 [kən'seʃənz] n. (票价)优惠；让步；特许权 名词concession的复数形式.

115 confirm 1 [kən'fə:m] vt.确认；确定；证实；批准；使巩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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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18 consensus 1 [kən'sensəs] n.一致；舆论；合意

119 contests 1 英 ['kɒntest] 美 ['kɑːntest] n. 竞赛；比赛 vt. 驳斥；争取 vi. 奋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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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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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23 could 6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24 countries 5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25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126 cours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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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raft 1 [krɑ:ft, kræft] n.工艺；手艺；太空船 vt.精巧地制作 n.(Craft)人名；(英、德、罗)克拉夫特

128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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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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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32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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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debates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134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135 decided 2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136 delivered 1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7 democracies 1 英 [dɪ'mɒkrəsi] 美 [dɪ'mɑːkrəsi] n. 民主国家；民主；民主制

138 deputy 2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139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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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42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43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44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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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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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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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8 dos 2 [du:z] abbr.磁盘操作系统（DiskOperatingSystem）

149 d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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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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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152 echelons 1 英 ['eʃəlɒn] 美 ['eʃəlɑːn] n. 职权的等级；阶层；梯队；梯次编队 v. 排成梯形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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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155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56 embodiment 1 [im'bɔdimənt] n.体现；化身；具体化

157 encounters 1 英 [ɪn'kaʊntə(r)] 美 [ɪn'kaʊntər] n. 意外的相见；邂逅；遭遇 v. 遭遇；遇到；偶然碰到

158 encouraged 1 英 [ɪn'kʌrɪdʒd] 美 [ɪn'kɜ ɪːdʒd] adj. 被鼓励的 v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（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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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ngaging 1 [in'geidʒiŋ] adj.迷人的 v.参加（engage的ing形式）；保证；雇用

161 enjoyable 1 adj.快乐的；有乐趣的；令人愉快的

162 enthusiastic 1 [in,θju:zi'æstik] adj.热情的；热心的；狂热的

163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64 Erdogan 1 n. 埃尔多安

165 espionage 1 [,espiə'nɑ:ʒ, 'espiənidʒ] n.间谍；间谍活动；刺探

166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167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8 Europe 6 ['juərəp] n.欧洲

169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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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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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173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74 experience 8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75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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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77 explanation 2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
178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179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180 extraterrestrial 1 [,ekstrəti'restriəl] adj.地球外的 n.天外来客

181 favor 1 vt.较喜欢；像；优惠，偏袒；有利于；赐予；证实 n.帮助；赞同；偏爱，喜爱

182 feedback 1 ['fi:dbæk] n.反馈；成果，资料；回复

183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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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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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inalist 1 ['fainəlist] n.参加决赛的选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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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inland 10 ['finlənd] n.芬兰（欧洲）

189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190 fires 1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
191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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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lew 2 [flu:] v.飞，飞翔（fly的过去式） n.(Flew)人名；(英)弗卢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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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loating 1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
195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196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197 focused 1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8 fold 2 [fəuld] vt.折叠；合拢；抱住；笼罩 n.折痕；信徒；羊栏 vi.折叠起来；彻底失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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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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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orces 2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202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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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205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06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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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funny 1 adj.有趣的，好笑的，滑稽的；（口）稀奇的，古怪的，奇异的；有病的，不舒服的；狡猾的，欺骗（性）的，可疑
的，不光明 n.滑稽人物；笑话，有趣的故事；滑稽连环漫画栏；（英）（比赛用）单人双桨小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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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general 2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211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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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gets 3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14 girlfriend 1 ['gə:l,frend] n.女朋友 女伴

215 gluing 1 [ɡ'lu ɪːŋ] n. 粘合；贴；胶合；胶粘 动词glu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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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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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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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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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grip 1 [grip] n.紧握；柄；支配；握拍方式；拍柄绷带 vt.紧握；夹紧 vi.抓住 n.(Grip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格里普

221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222 gym 1 [dʒim] n.健身房；体育；体育馆

223 gyres 1 ['dʒaɪə] n. 圆形；螺旋形；游涡 vi. 旋转

224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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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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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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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hangar 1 ['hæŋə] n.飞机库；飞机棚

228 haptic 1 ['hæptik] adj.触觉的

229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230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231 hardware 1 ['hɑ:dwεə] n.计算机硬件；五金器具

232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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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hav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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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haven 2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235 heading 1 ['hediŋ] n.标题；（足球）头球；信头 v.用头顶（head的ing形式） n.(Heading)人名；(英)黑丁

236 hearing 3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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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239 held 2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40 Helsinki 1 ['helsiŋki] n.赫尔辛基（芬兰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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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
243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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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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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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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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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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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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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252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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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immersive 2 英 [ɪ'mɜːsɪv] 美 [ɪ'mɜ rːsɪv] adj. 使人沉醉的，拟真的，身临其境的

255 improve 2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256 improves 1 [ɪm'pruːv] vt. 改善；改进；提高 vi. 变得更好；改进

257 in 4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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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8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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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261 input 2 ['input] n.投入；输入电路 vt.[自][电子]输入；将…输入电脑

262 installations 1 [ɪnstə'leɪʃnz] 装置

263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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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4 intelligence 2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265 intent 2 [in'tent] n.意图；目的；含义 adj.专心的；急切的；坚决的

266 interact 2 [,intə'rækt] vt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vi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n.幕间剧；幕间休息

267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268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269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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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invaded 2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271 invitation 1 n.邀请；引诱；请帖；邀请函

272 ironic 1 [ai'rɔnik,-kəl] adj.讽刺的；反话的

273 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74 it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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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76 jen 1 [dʒen] n.珍（女子名）

277 join 5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278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79 joining 4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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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ki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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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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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landed 1 ['lændid] adj.拥有土地的；陆地上的 v.登陆，登岸（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

284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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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287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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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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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91 letters 2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92 letting 1 ['letiŋ] n.出租；租金 v.让，允许（let的现在分词）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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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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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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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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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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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8 longest 2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299 looks 2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300 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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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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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Madrid 1 [mə'drid; mɑ:'ðri:ð] n.马德里（西班牙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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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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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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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9 manipulate 2 [mə'nipjuleit] vt.操纵；操作；巧妙地处理；篡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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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marathon 1 ['mærəθɔn] n.马拉松赛跑；耐力的考验 adj.马拉松式的；有耐力的 vi.参加马拉松赛跑

312 markus 2 n. 马库斯

313 mask 4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314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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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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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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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member 3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320 Members 3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321 membership 2 n.资格；成员资格；会员身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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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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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militarily 1 ['militərili, ,mili'tεərili] adv.在军事上；从军事角度；以武力；以军事行动

325 military 4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326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327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
328 mistake 1 [mi'steik] n.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t.弄错；误解 vi.弄错；误解

329 mistakes 2 [mɪ'steɪk] n. 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. 误解；弄错

330 modality 1 [məu'dæləti] n.形式，形态；程序；物理疗法；主要的感觉

331 montford 1 n. 蒙特福德

332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3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34 mo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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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most 2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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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much 2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338 multisensory 1 [,mʌlti'sensəri] adj.多种感觉的；使用多种感觉器官的

339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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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naked 1 ['neikid] adj.裸体的；无装饰的；无证据的；直率的

342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343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44 nato 15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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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naval 2 ['neivəl] adj.海军的；军舰的 n.(Naval)人名；(西、德、印)纳瓦尔

347 navies 1 ['neɪvi] n. 海军；船队；海军蓝

348 navigating 1 ['nævɪɡeɪt] vi. 航行；驾驶；操纵 vt. 航行；驾驶；横渡；<口>设法穿过，走过，经过

349 navy 2 ['neivi] n.海军 深蓝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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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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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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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2 neutral 2 ['nju:trəl] adj.中立的，中性的；中立国的；非彩色的 n.中立国；中立者；非彩色；齿轮的空档

353 neutrality 1 [nju:'træləti] n.中立；中性；中立立场

354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55 next 2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356 Nina 2 ['ni:nə; 'nai-] n.尼娜（女名）

357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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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359 Nordic 1 ['nɔ:dik] adj.北欧人的；斯堪的纳维亚的；日耳曼民族的 n.北欧人；日耳曼民族；斯堪的纳维亚人；具有北欧日尔曼民
族外貌特征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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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north 5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62 northern 2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363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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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object 3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366 objects 2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367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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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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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officially 2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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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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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On 14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374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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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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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opens 1 英 ['əʊpənz] 美 ['oʊpənz] v.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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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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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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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381 originally 1 [ə'ridʒənəli] adv.最初，起初；本来

382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83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84 out 5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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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overwhelmingly 1 [,ovə'hwelmiŋli] adv.压倒性地；不可抵抗地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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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paper 5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389 paperwork 1 ['peipə,wə:k] n.文书工作

390 parliamentary 1 [,pɑ:lə'mentəri] adj.议会的；国会的；议会制度的

391 par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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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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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peacekeeping 1 ['pi:s,ki:piŋ] adj.维护和平的；执行停火协定的

395 pentagon 1 ['pentəgən] n.五角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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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6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97 perceive 1 [pə'si:v] vt.察觉，感觉；理解；认知 vi.感到，感知；认识到

398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399 phenomena 4 [fi'nɔminə, fə-] n.现象（phenomenon的复数）

400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401 pilots 3 ['paɪləts] n. 飞行员；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.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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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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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politically 1 [pə'litikli] adv.政治上

405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
406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407 president 5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08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409 projec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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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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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psychotherapy 1 [,psaikəu'θerəpi] n.心理疗法；精神疗法

413 Putin 2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
414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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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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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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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419 rea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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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realistic 1 [,riə'listik, ,ri:-] adj.现实的；现实主义的；逼真的；实在论的

421 reality 8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422 realize 1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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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42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26 recep 1 reception 接待,招待会,接收

427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428 regimens 1 n.（为病人规定的）生活规则，养生法( regimen的名词复数 ); 养生之道

429 rep 1 [rep] n.棱纹平布；雷普（物体伦琴当量） abbr.代表（representative）；名声（reputation）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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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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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434 research 2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435 researcher 2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436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37 resistance 2 [ri'zistəns] n.阻力；电阻；抵抗；反抗；抵抗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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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440 restrict 2 [ri'strikt] vt.限制；约束；限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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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1 retaliate 1 [ri'tælieit] vi.报复；回敬 vt.报复
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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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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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Russia 10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445 Russian 2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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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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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Salzburg 2 ['sæltsbə:g; 'zɑ:ltsburk] n.萨尔斯堡（奥地利城市）

449 santos 2 ['sa:ntu:s] n.桑托斯（巴西港口）

450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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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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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scenarios 2 [sɪ'nɑ rːiː əʊz] n. 情节；情况

453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454 schiff 1 n.希夫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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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sciences 2 科学

457 Scott 2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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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seconds 1 ['sekəndz] n. 秒，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

460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461 security 4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462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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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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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sensory 1 ['sensəri] adj.感觉的；知觉的；传递感觉的

465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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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eventy 1 ['sevənti] n.七十；七十个；七十岁；七十年代 adj.七十的；七十个的；七十岁的 num.七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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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shore 1 [ʃɔ:] vt.支撑，使稳住；用支柱撑住 n.海滨；支柱 n.(Shore)人名；(英)肖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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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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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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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474 sightings 1 n.照准，观察，视线( sighting的名词复数 )

475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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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77 simulate 1 ['simjuleit] vt.模仿；假装；冒充 adj.模仿的；假装的

478 simulation 1 [,simju'leiʃən] n.仿真；模拟；模仿；假装

479 simulations 1 模拟

480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481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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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484 smooth 1 [smu:ð] adj.顺利的；光滑的；平稳的 vt.使光滑；消除（障碍等）；使优雅；缓和 n.平滑部分；一块平地 vi.变平静；
变平滑 adv.光滑地；平稳地；流畅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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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5 snorkel 1 ['snɔ:kəl] n.通气管；潜艇换气装置 vi.用水下通气管潜航

486 so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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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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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sovie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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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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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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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spherical 1 ['sferikəl, 'sfiə-] adj.球形的，球面的；天体的

492 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
493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494 standardized 1 ['stændədaɪzd] adj. 标准的；定型的 动词standard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 =standardlised(英）.

495 stapling 1 ['steipliŋ] n.装订；环套角钢；网衣装网法；纤维长度分级 v.把…分级；钉住（staple的ing形式）

496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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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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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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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501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
502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503 Stockholm 2 ['stɔkhəum; 'stɔ:k,hɔ:lm] n.斯德哥尔摩（瑞典首都）

504 stoke 1 [stəuk] vi.烧火；做司炉工；大吃大喝 vt.拨旺火；使饱吃一顿 n.(Stoke)人名；(英)斯托克

505 stoltenberg 1 斯托尔滕贝格
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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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508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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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submitted 1 [səb'mɪt] vt. 使服从；使屈服；提交；递交；认为 vi. 屈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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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subtitle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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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summit 1 ['sʌmit] n.顶点；最高级会议；最高阶层 adj.最高级的；政府首脑的

514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515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516 suspicious 1 [sə'spiʃəs] adj.可疑的；怀疑的；多疑的

517 Sweden 10 ['swi:dən] n.瑞典（欧洲国家）

518 Swedish 1 ['swi:diʃ] adj.瑞典的；瑞典语的；瑞典人的 n.瑞典语；瑞典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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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ta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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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1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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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tearing 1 ['tɛəriŋ] adj.撕裂的；痛苦的；猛烈的 v.撕开；裂开（tear的ing形式）

524 technically 1 ['teknikli] adv.技术上；专门地；学术上；工艺上

525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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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528 terrorism 1 ['terərizəm] n.恐怖主义；恐怖行动；恐怖统治

529 than 2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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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530 thanks 2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531 that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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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the 6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33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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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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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then 4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36 therapy 1 ['θerəpi] n.治疗，疗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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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39 they 2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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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42 this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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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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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though 6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545 threat 3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546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547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548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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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Thursday 2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550 tim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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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to 4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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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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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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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56 touch 2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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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59 training 4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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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translated 1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562 treaty 1 ['tri:ti] n.条约，协议；谈判

563 trends 1 [trendz] n. 趋势；动态 名词trend的复数形式.

56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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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567 turkey 1 ['tə:ki] n.火鸡；笨蛋；失败之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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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570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71 Uap 1 abbr.高层大气现象（UpperAtmospherePhenomena）

572 UFO 2 ['ju:fəu] abbr.不明飞行物（UnidentifiedFlyingObject）

573 UFOs 3 abbr.不明飞行物（UnidentifiedFlyingObject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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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4 Ukraine 4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575 unanimous 1 [ju:'næniməs] adj.全体一致的；意见一致的；无异议的

576 uncomfortable 1 [,ʌn'kɔmfətəbl] adj.不舒服的；不安的

577 unidentified 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78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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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581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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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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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us 1 pron.我们

584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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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586 user 1 ['ju:zə] n.用户 n.使用者 n.(User)人名；(土)乌塞尔

587 users 4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588 valve 1 [vælv] n.阀；[解剖]瓣膜；真空管；活门 vt.装阀于；以活门调节 n.(Valve)人名；(俄、芬)瓦尔韦

589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90 very 2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5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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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videos 2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593 videotape 5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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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5 virtual 11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596 vision 1 n.视力；美景；眼力；幻象；想象力；幻视（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） vt.想象；显现；梦见

597 visit 3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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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9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600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601 VR 2 abbr. 虚拟现实(=virtual reality)

602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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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4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05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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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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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8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609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610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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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w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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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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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4 w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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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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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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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7 which 8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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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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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9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62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621 will 1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622 wing 1 n.翼；翅膀；飞翔；派别；侧厅，耳房，厢房 vt.使飞；飞过；空运；增加…速度；装以翼 vi.飞行 n.(Wing)人名；(英、
印尼)温

623 wings 1 [wiŋz] n.[昆]翅膀（wing的复数形式）；飞行章；女童军戴的一种翼形章 n.(Wings)人名；(德)温斯

624 winner 3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6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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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6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27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6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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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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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3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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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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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4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635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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