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5-26 词汇表词汇表

1 Aaron 1 ['εərən] n.亚伦（男子名）；亚伦（摩西之兄，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）

2 Abbott 3 ['æbət] n.阿尔伯特（人名）；雅培（公司名）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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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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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
6 accidentally 1 [,æksi'dentli] adv.意外地；偶然地

7 accord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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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cres 1 ['eɪkəs] n. 土地；耕地；地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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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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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12 addressed 1 [ə'dresd] adj. 标记地址的 动词add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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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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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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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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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gricultural 1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
18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9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20 aired 1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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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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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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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7 amid 1 [ə'mid] prep.在其中，在其间 n.(Amid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阿米德

28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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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d 3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1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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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34 are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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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ren 1 阿伦

36 argilla 5 [ɑːd'ʒɪlə] n. 泥土

37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38 arm 1 n.手臂；武器；袖子；装备；部门 vi.武装起来 vt.武装；备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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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rtwork 1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41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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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sk 2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43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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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at 7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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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attacks 2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47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48 averages 1 ['ævərɪdʒ] n. 平均数；平均水平 adj. 平均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v. 取平均值；达到平均水平

49 bab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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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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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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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angladesh 1 [,ba:ŋglə'deʃ] n.孟加拉国（亚洲国家）

53 barracuda 1 ['bærə'kju:də] n.梭鱼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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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eaches 1 [biː tʃ] n. 海滩；海滨；沙滩 vt. 拖(船)上岸

56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7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58 beef 1 [bi:f] n.牛肉；肌肉；食用牛；牢骚 vi.抱怨，告发；发牢骚 vt.养；加强

59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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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gin 6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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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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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65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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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iblical 1 ['biblikəl] adj.圣经的；依据圣经的（等于biblical）

67 biden 3 n. 拜登(姓氏)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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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irds 5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70 bi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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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1 bite 1 [bait] vt.咬；刺痛 n.咬；一口；咬伤；刺痛 vi.咬；刺痛 abbr.机内测试设备（Built-InTestEquipment） n.(Bite)人名；(匈)比泰

72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73 bones 1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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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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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boredom 1 ['bɔ:dəm] n.厌倦；令人厌烦的事物

77 borough 1 ['bʌrə, 'bə:rəu] n.区；自治的市镇 n.(Borough)人名；(英)伯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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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brea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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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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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82 brokenhearted 1 ['brəukən'hɑ:tid] adj.心碎的；伤心的；极度沮丧的

83 bureau 2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84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85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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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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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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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bygone 2 ['baigɔn] adj.过去的 n.过去的事

88 California 3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89 Californian 1 [,kæli'fɔ:njən] adj.加州的；加利福尼亚的 n.加利福尼亚州人

90 call 3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91 called 3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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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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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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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6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97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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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enter 5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100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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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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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104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05 classified 1 [/'klæsifaid] adj.分类的；类别的；机密的 n.分类广告 v.把…分类（classify的过去分词）

106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107 clip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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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lub 1 [klʌb] n.俱乐部，社团；夜总会；棍棒；（扑克牌中的）梅花 vt.用棍棒打；募集 vi.集资；组成俱乐部 adj.俱乐部的 n.
(Club)人名；(英)克拉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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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oaches 1 英 [kəʊtʃ] 美 [koʊtʃ] n. 教练；经济舱；(火车)客车车厢；四轮马车 v. 指导；训练

111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112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13 c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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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115 comm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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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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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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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onservation 8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119 consistent 1 [kən'sistənt] adj.始终如一的，一致的；坚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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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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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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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ore 1 [kɔ:] n.核心；要点；果心；[计]磁心 vt.挖...的核 n.(Core)人名；(英)科尔；(西、意)科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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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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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ourage 1 ['kʌridʒ] n.勇气；胆量 n.(Courage)人名；(英)卡里奇；(法)库拉热

127 crested 2 ['krestid] adj.有羽冠的；有顶饰的；有饰章的 v.在…上加顶饰（crest的过去分词） n.(Crested)人名；(英)克雷斯蒂德

128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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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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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critically 1 adv.精密地；危急地；严重地；批评性地；用钻研眼光地；很大程度上；极为重要地

131 cuddly 1 ['kʌdli] adj.令人想拥抱的；喜欢搂搂抱抱的；逗人喜爱的

132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33 cut 2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34 cute 1 [kju:t] adj.可爱的；漂亮的；聪明的，伶俐的

135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136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137 darkness 1 ['dɑ:knis] n.黑暗；模糊；无知；阴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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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40 deaf 1 [def] adj.聋的

141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142 decision 2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43 declining 1 [di'klainiŋ] adj.下滑的；衰退的；倾斜的 v.下降；衰退；婉谢（declin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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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emands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146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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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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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details 4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150 dial 1 ['daiəl, dail] n.转盘；刻度盘；钟面 vi.拨号 vt.给…拨号打电话 n.(Dial)人名；(英)戴尔

151 digging 1 ['digiŋ] n.挖掘，采掘 v.挖掘，发掘（dig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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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isagreement 1 [,disə'gri:mənt] n.不一致；争论；意见不同

154 disconnect 1 [,diskə'nekt] vt.拆开，使分离 vi.断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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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disturbance 1 [di'stə:bəns] n.干扰；骚乱；忧虑

157 divided 1 [di'vaidid] adj.分裂的；分开的；有分歧的 v.分开（divide的过去分词）；分离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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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oing 3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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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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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2 downstream 1 ['daun'stri:m] adv.下游地；顺流而下 adj.下游的；顺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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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driest 1 生硬的 干燥的 枯燥的（dry的最高级）

165 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
166 drops 2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67 drought 5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168 drove 1 n.畜群；牛群、羊群等；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(Drove)人名；德罗韦 v.驾驶（drive的过去式）；赶(牲畜)；(牲畜贩
子)买卖(牲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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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Dunedin 2 [də'ni:din] n.但尼丁（新西兰城市）

171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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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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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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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Elam 6 ['i:ləm] n.埃兰（亚洲西南部一古国）

176 elementary 1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
177 elevation 1 [,eli'veiʃən] n.高地；海拔；提高；崇高；正面图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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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emerge 2 [i'mə:dʒ] vi.浮现；摆脱；暴露

180 emerged 1 英 [i'mɜːdʒ] 美 [i'mɜ rːdʒ] vi. 浮现；(由某种状态)脱出；(事实)显现出来

181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82 en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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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endangered 3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184 enduring 1 [in'djuəriŋ] adj.持久的；能忍受的 v.忍耐（endure的ing形式）

185 enforcement 1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186 engines 1 ['endʒɪn] n. 发动机；引擎；机车；火车头 vt. 给 ... 装引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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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189 era 2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190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91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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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193 evil 1 ['i:vəl] adj.邪恶的；不幸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 n.罪恶，邪恶；不幸

194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
195 extinct 1 [ik'stiŋkt] adj.灭绝的，绝种的；熄灭的 vt.使熄灭

196 eyed 4 [aid] adj.有…眼的 v.看；注视；考虑（eye的过去分词） n.(Eyed)人名；(阿拉伯)埃耶德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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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199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200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201 fallen 1 ['fɔ:lən] adj.堕落的；落下来的；陷落的 v.落下；跌倒（fall的过去分词）

202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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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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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206 fattening 1 ['fætniŋ] adj.正被养肥的；用于养肥禽畜的 v.养肥（fatte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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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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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feet 4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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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find 2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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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fiordland 3 峡湾; 峡湾地区; 峡湾区

214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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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fishing 3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
216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217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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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21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20 foot 2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221 for 2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2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223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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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26 founder 2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227 from 1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8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229 gash 1 [gæʃ] n.很深的裂缝；砍得很深的伤口 vt.划开；砍入很深；（使）负深伤 n.(Gash)人名；(英)加什

230 gavin 2 [gævin] n.加文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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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gecko 1 ['gekəu] n.[脊椎]壁虎

233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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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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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6 god 1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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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go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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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gov 2 abbr.政府（goverment）

240 governor 3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241 graphics 1 ['græfiks] n.[测]制图学；制图法；图表算法

242 greg 3 [greg] n.格雷格（男子名，等于Gregory）

243 grieving 1 [ɡriː v] vt. 使伤心；使悲伤 vi. 悲伤；伤心

244 grim 1 [grim] adj.冷酷的；糟糕的；残忍的 n.(Grim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匈)格里姆

245 gun 3 n.枪支；枪状物；持枪歹徒 vi.用枪射击；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.向…开枪；开大油门 n.(Gun)人名；(瑞典)贡；(英)冈；
(俄、意)古恩

246 guy 1 [gai] n.男人，家伙 vt.嘲弄，取笑 vi.逃跑 n.(Guy)人名；(西)吉；(法)居伊；(英)盖伊

247 guys 2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
248 habitat 1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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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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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52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3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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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hav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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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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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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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headed 1 ['hedid] adj.有头的；有标题的 v.率领（head的过去分词）；朝向；走在…的前头

258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59 hearken 1 ['hɑ:kən] vi.倾听；听给予注意 vt.留心；听明白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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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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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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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hemisphere 1 ['hemi,sfiə] n.半球

263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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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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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hiatus 1 [hai'eitəs] n.裂缝，空隙；脱漏部分

267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268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69 historic 3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270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271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272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273 hospital 2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274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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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hung 1 [hʌŋ] v.悬挂；垂落（ha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Hung)人名；(老)亨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朝)兴；(东南亚国家
华语)勋

277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78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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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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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in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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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2 incident 1 ['insidənt] n.事件，事变；插曲 adj.[光]入射的；附带的；易发生的，伴随而来的

283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84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85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286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287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288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89 injured 2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290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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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intensifying 1 [ɪn'tensɪfaɪɪŋ] adj. 增强的 动词intensify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93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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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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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i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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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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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300 Jason 2 ['dʒeisən] n.詹森（男子名）

301 Joe 3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302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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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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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keeps 1 ['kiː 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
304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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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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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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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Kristie 1 n. 克里斯蒂

309 lake 10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310 Lakes 1 [leiks] n.[地理]湖泊，湖畔；[涂料]色淀 n.(Lakes)人名；(德)拉克斯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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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lane 1 [lein] n.小巷；[航][水运]航线；车道；罚球区 n.(Lane)人名；(英、俄)莱恩；(老)兰；(德、法、意、葡、塞、瑞典)拉内

313 largest 3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314 lark 1 [lɑ:k] n.云雀；百灵鸟；欢乐 vi.骑马玩乐；嬉耍 vt.愚弄 n.(Lark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六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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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la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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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laws 4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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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levels 6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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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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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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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lisa 2 [li:zə] n.丽莎（女子名）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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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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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lobby 1 ['lɔbi] n.大厅；休息室；会客室；游说议员的团体 vt.对……进行游说 vi.游说议员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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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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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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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lord 1 [lɔ:d] n.主；上帝 int.主，天啊 vt.使成贵族 vi.作威作福，称王称霸 n.(Lord)人名；(瑞典)洛德；(法)洛尔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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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lo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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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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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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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lows 4 英 [ləʊz] 美 [loʊz] n. 低频 名词low的复数形式.

336 Lu 1 abbr.手太阴肺经 n.(Lu)人名；(缅、柬)卢

337 macaroni 1 [,mækə'rəuni] n.通心粉；通心面条；纨绔子弟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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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mainland 2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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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manager 2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342 Manhattan 2 [mæn'hætən; mən-] n.曼哈顿岛（美国的一个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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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Maori 1 ['mauri] adj.毛利人的；毛利语的 n.毛利人；毛利语

345 march 3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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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；进行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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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mead 4 [mi:d] n.蜂蜜酒；草地 n.(Mead)人名；(英)米德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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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49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350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351 megadrought 1 [me'ɡɒdrɔː t] n. 百年不遇的干旱；巨大的干旱

352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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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355 midtown 1 ['midtaun] n.市中心区；商业区和住宅区的中间地区 adj.市中心区的；位于市中心区的

356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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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358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359 monitor 1 n.监视器；监听器；监控器；显示屏；班长 vt.监控

360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61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62 moose 1 n.[脊椎]驼鹿；麋 [复数moose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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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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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mourning 1 ['mɔ:niŋ, 'məun-] n.哀痛；服丧 v.哀伤；为…哀悼（mourn的ing形式）

366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367 mud 1 [mʌd] vt.弄脏；用泥涂 vi.钻入泥中 n.泥；诽谤的话；无价值的东西

368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369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70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371 nasty 1 [['nɑ:sti, 'næs-] adj.下流的；肮脏的；脾气不好的；险恶的 n.令人不快的事物 性的吸引力

372 nation 5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373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74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375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376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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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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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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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1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82 new 1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83 newsom 5 n. 纽瑟姆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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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386 noisy 1 adj..嘈杂的；喧闹的；聒噪的

387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388 nostalgic 1 [nɔ'stældʒik, nə-] adj.怀旧的；乡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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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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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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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393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394 of 4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95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396 officers 1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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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O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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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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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ongoing 4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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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opposite 2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
403 or 8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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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oroville 1 n. 奥罗维尔(在美国；西经 121º34' 北纬 39º31')

406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0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08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09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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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over 6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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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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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415 patrol 1 [pə'trəul] n.巡逻；巡逻队；侦察队 vt.巡逻；巡查 vi.巡逻；巡查

416 Patti 1 帕蒂（人名） 帕蒂（印度城市） 帕蒂(意大利城市) 精密和精确的时间与时间间隔
（precisionandaccuratetimeandtimeinterval）

417 pay 2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418 penguin 13 ['peŋgwin] n.企鹅；空军地勤人员

419 penguins 8 n. 企鹅；空军的行政人员；大海雀（penguin的复数）

420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421 penultimate 1 [pi'nʌltimit] adj.倒数第二的；倒数第二音节的 n.倒数第二；倒数第二音节

422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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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percent 4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425 persists 1 英 [pə'sɪst] 美 [pər'sɪst] v. 坚持；执意；继续；持续

426 personalities 1 [ˌpɜːsə'nælɪtɪz] n. 人格；个性；名人 名词personality的复数形式.

427 petitioned 1 [pə'tɪʃn] n. 请愿书；祈求；申请 vi. 请愿；祈求 vt. 向 ... 请愿，请求

428 phone 2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429 phones 2 英 [fəʊn] 美 [foʊn] n. 电话；电话机；听筒；耳机；[语]音素 v. 打电话 suf. 表示“声音”或“说 ... 语言的人”

430 plac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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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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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pleas 1 n.借口( plea的名词复数 ); （被告或被告律师的）抗辩; （法庭中的）理由; 请愿

433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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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4 pocket 1 ['pɔkit] n.口袋；钱；容器 vt.隐藏；忍受；将…放入衣袋 vi.形成袋或囊 adj.小型的，袖珍的；金钱上的

435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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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posts 1 英 [pəʊst] 美 [poʊst] n. 职位；邮件；标竿 v. 邮递；通知；布置；派遣；急行 adv. 快速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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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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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Powell 1 ['pəuəl] n.鲍威尔（英国物理学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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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pray 1 [prei] vt.祈祷；恳求；央求 vi.祈祷；请；恳求 n.(Pray)人名；(匈)普劳伊；(英)普雷

443 precipitous 1 [pri'sipitəs] adj.险峻的；急躁的，鲁莽的

444 predator 1 ['predətə] n.[动]捕食者；[动]食肉动物；掠夺者

445 predators 2 [p'redətəz] 食虫动物

446 prep 1 [prep] n.预备；预习；准备功课 vi.上预备学校；作好准备 vt.使准备好；使（病人）准备接受手术 abbr.准备
（preparation）；预备的（preparatory）；前置词（preposition） n.(Prep)人名；(俄)普列普

447 president 4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48 pressuring 1 v.（美）对…施加压力（pressure的ing形式）

449 prevent 2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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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private 2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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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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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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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Psalms 1 [sɑ:mz] n.圣经旧约中的诗篇（等于BookofPsalms）

456 public 2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457 punctuated 1 ['pʌŋktʃueɪt] v. 加标点于；强调；不时打断

458 quarter 1 ['kwɔ:tə] n.四分之一；地区；季度；一刻钟；两角五分；节 vi.住宿；驻扎 vt.将…四等分；供某人住宿 num.四分之一

459 quarters 1 ['kwɔtə(r)z] n.住处；四分之一（quarter的复数）；营房 v.把…四等分；供…住宿（quarter的三单形式）

460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61 quite 2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462 quoted 1 英 [kwəʊt] 美 [kwoʊt] v. 引述；报价；举证 n. 引用

463 rarest 1 [reərɪst] adj. 稀罕的；珍贵的 形容词rare的最高级.

464 re 7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65 reach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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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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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really 4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68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46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70 reclamation 2 [,reklə'meiʃən] n.开垦；收回；再利用；矫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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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473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474 reductions 1 n.减少( re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降低; [数学]约简; [摄影术]减薄

475 rehabilitation 1 ['ri:hə,bili'teiʃən] n.复原
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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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77 relaunches 1 n.重新发动，重新发射( relaunch的名词复数 ) v.重新发动，重新发射( relaunch的第三人称单数 )

478 relic 2 ['relik] n.遗迹，遗物；废墟；纪念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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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9 relies 1 [rɪ'laɪ] vi. 依靠；信任

480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481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82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483 reserves 1 [rɪ'zɜːvz] n. 储量 名词reserve的复数形式.

484 reservoir 1 ['rezəvwɑ:] n.水库；蓄水池

485 reservoirs 2 ['rezəvwɑːz] n. 储集层；储存器；水库

486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487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488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489 revealing 1 [ri'vi:liŋ] adj.透露真情的；有启迪作用的；袒胸露肩的 v.揭示；展现（reveal的ing形式）

490 right 2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491 rightfully 1 ['raitfəli] adv.正当地；正直地

492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493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494 rotary 1 ['rəutəri] adj.旋转的，转动的；轮流的 n.旋转式机器；[动力]转缸式发动机

495 round 1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
496 rush 1 [rʌʃ] n.冲进；匆促；急流；灯心草 adj.急需的 vt.使冲；突袭；匆忙地做；飞跃 vi.冲；奔；闯；赶紧；涌现 n.(Rush)人
名；(英)拉什

497 said 3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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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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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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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02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503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504 screaming 1 ['skri:miŋ] adj.尖叫的；使人惊叹的；使人捧腹大笑的 n.尖叫声；啸声；振动 v.尖叫；大笑；呼啸着前进（scream的
ing形式）

505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506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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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secrets 1 n. 秘密 名词secret的复数形式.

509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510 see 4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511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512 seeping 1 [siː p] v. 渗出；渗漏 n. 渗漏；小泉；水坑

513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514 sense 2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515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516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517 sexy 1 ['seksi] adj.性感的；迷人的；色情的

518 shaken 1 ['ʃeikən] v.摇动，动摇（shake的过去分词） n.(Shaken)人名；(俄)沙肯

519 shasta 1 ['ʃæstə] n.沙士达山（美国加州北部山脉）；莎士达（全美第二大水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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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0 shattered 1 英 ['ʃætəd] 美 ['ʃætərd] adj. 疲惫不堪的；垮掉的；砸碎的 动词shat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21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522 shining 1 ['ʃainiŋ] adj.光亮的；华丽的 v.闪烁（shine的ing形式）；发亮

523 shooter 1 ['ʃu:tə] n.射手；枪炮

524 shooting 4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525 shootings 1 n.射击( shooting的名词复数 ); 打猎; 射击竞赛; （通常指犯罪行为的）开枪

526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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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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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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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shrink 1 n.收缩；畏缩；<俚>精神病学家 vt.使缩小，使收缩 vi.收缩；畏缩

531 siblings 1 ['sɪblɪŋz] n. 同胞；同科 名词sibling的复数形式.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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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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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signaled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
535 significant 2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536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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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slick 1 [slik] adj.光滑的；华而不实的；聪明的；熟练的；老套的 n.[机]平滑器；[机]修光工具；通俗杂志 adv.灵活地；聪明地
vt.使光滑；使漂亮 vi.打扮整洁 n.(Slick)人名；(英)斯利克

539 sneak 1 [sni:k] vi.溜；鬼鬼祟祟做事；向老师打小报告 vt.偷偷地做；偷偷取得 n.鬼鬼祟祟的人；偷偷摸摸的行为；告密者 adj.暗
中进行的

540 so 6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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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solitary 1 ['sɔlitəri] adj.孤独的；独居的 n.独居者；隐士

543 solutions 1 [sə'lu ʃːnz] n. 解答

544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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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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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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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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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southwest 1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550 species 7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551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552 spurring 1 英 [spɜ (ːr)] 美 [spɜ rː] n. 支脉；刺激；马刺；鞭策 vt. 刺激；鞭策；促进

553 st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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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stand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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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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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557 starving 1 ['stɑːvɪŋ] adj. 饥饿的 动词star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58 stat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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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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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statewide 1 ['steit'waid] adj.遍及全州的 遍及全州地

561 stephanie 1 ['stefəni] n.斯蒂芬妮（女子名）

562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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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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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4 stout 7 [staut] adj.结实的；矮胖的；勇敢的；激烈的 n.矮胖子；烈性啤酒 n.(Stout)人名；(英)斯托特

565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566 stricter 1 [strɪkt] adj. 严格的；精确的；完全的

567 strife 1 [straif] n.冲突；争吵；不和

568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569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570 suggestions 1 n. 意见；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.

571 summer 4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572 suppliers 1 n. 供应商；供应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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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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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
576 swept 1 [swept] v.扫除（sw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扫频的

577 switch 1 [switʃ] vt.转换；用鞭子等抽打 vi.转换；抽打；换防 n.开关；转换；鞭子

578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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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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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teachers 3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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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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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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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texans 1 n.德克萨斯人（Texan的复数形式）; 德州人队（足球队名）

586 texas 7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587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88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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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the 8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90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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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them 6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92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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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these 9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95 they 1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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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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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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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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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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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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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604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605 tier 1 n.层，排；行，列；等级 vt.使层叠 vi.成递升排列 n.(Tier)人名；(英)蒂尔

606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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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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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08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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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9 tone 1 [təun] n.语气；色调；音调；音色 vt.增强；用某种调子说 vi.颜色调和；呈现悦目色调 n.(Tone)人名；(罗、塞、乍)托内；
(英)托恩

610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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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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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614 triggered 1 ['trigəd] adj.触发的；起动的；有扳机的 v.引起；引爆（trigger的过去分词）；扣…的扳机

61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16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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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619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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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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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2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23 types 2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624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625 under 4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626 underwater 1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
627 underweight 1 [,ʌndə'weit] adj.重量不足的 n.重量不足；不符合要求的重量

628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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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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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2 unprecedented 2 [,ʌn'presidəntid] adj.空前的；无前例的

633 up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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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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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urban 2 ['ə:bən] adj.城市的；住在都市的 n.(Urban)人名；(西)乌尔万；(斯洛伐)乌尔班；(德、俄、罗、匈、塞、波、捷、瑞典、
意)乌尔班；(英)厄本；(法)于尔邦

636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637 usage 3 ['ju:zidʒ] n.使用；用法；惯例

6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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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9 Uvalde 6 n. 尤瓦尔迪(在美国；西经 99º49' 北纬 29º14')

640 van 6 [væn] n.先锋；厢式货车；增值网 vt.用车搬运 n.(Van)人名；(老、泰、柬、缅)万

641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42 vicious 1 ['viʃəs] adj.恶毒的；恶意的；堕落的；有错误的；品性不端的；剧烈的 n.(Vicious)人名；(英)维舍斯

643 vide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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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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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5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646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647 visi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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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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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9 voluntarily 1 ['vɔləntərili] adv.自动地；以自由意志

650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651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65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53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654 water 12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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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5 waterline 1 ['wɔ:təlain, 'wɔ-] n.吃水线（海陆边界）；水印横线

656 we 19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657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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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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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0 west 3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661 what 8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662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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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3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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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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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6 whi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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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7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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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9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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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1 wildlife 2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6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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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3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74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675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67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77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78 wounds 1 ['wuːndz] n. 伤口 名词wound的复数形式.

679 yeah 1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
680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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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2 yellow 4 adj.黄色的；黄皮肤的 adj.胆小的 n.黄色；黄种人；黄色颜料 vi.变黄或发黄 vt.使变黄或发黄

683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684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685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86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87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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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9 Zealand 7 ['zi:lənd] n.西兰岛（丹麦最大的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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