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19-01-04 词频表
the 10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and 5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3 to 4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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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通话·威妥玛)

of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5 in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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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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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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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

On

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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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for 1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9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0 that 15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11 china 1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12 bu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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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w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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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be 1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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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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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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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clip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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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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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

first

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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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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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space 10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22 video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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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abo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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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congress 9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25 unidentified 9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26 Carl 8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27 cnn 8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28 lik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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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0 president 8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31 shutdown 8 ['ʃʌtdaun] n.关机；停工；关门；停播
32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33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34 government 7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35 has 7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36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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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jus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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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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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rry 7 ['læri] n.拌浆锄；小车，[矿业]斗底车
39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40 one 7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41 up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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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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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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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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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far 6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46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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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8

以)莫雷

sid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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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9 tim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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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51 because 5 [bi'kɔz] conj.因为
52 begin 5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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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female 5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55 have 5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56 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57 may 5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58 national 5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59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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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61 prime 5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人
50

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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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 rover 5 ['rəuvə] n.漫游者；流浪者；漂泊者 n.(Rover)人名；(英)罗弗；(意)罗韦尔
64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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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66 trum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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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68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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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between 4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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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

的）食品罐头

Chinese 4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72 democrats 4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73 dow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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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wning 4 唐宁
75 earth 4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76 elected 4 v.（进行）选举(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推举； 选择；决定（做某事）
77 hol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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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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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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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

house

79

make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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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l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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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minister 4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82 never 4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83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84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85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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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

灭；驱逐

republicans 4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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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86

稍微
88

still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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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reet 4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90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91 wall 4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9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93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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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95 astronauts 3 ['æstrənɔː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96 at 3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8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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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97

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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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ameron 3 ['kæmərən] n.卡梅伦/隆（男子名）
99 cat 3 n.猫，猫科动物
100 David 3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101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02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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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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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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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04 faces 3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105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06 long 3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103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Members 3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108 military 3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109 most 3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107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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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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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10

西、土)奥韦尔

partial 3 ['pɑ:ʃəl] adj.局部的；偏爱的；不公平的
113 political 3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114 possible 3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112

115

put

3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1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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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een 3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118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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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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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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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7
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123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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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2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126 whether 3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127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128 women 3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129 workers 3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130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131 administration 2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132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13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34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135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36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137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138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139 Beijing 2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140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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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bor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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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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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5

匈)博特

Britain 2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144 challenge 2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145 chang 2 [tʃɑ:ŋ, tʃæŋ] n.青稞酒（等于chong） n.(Chang)人名；(柬)章；(泰)昌
146 closed 2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147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148 country 2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143

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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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0 December 2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151 directly 2 [英 [dəˈ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152 donald 2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153 exploration 2 [,eksplɔ:'reiʃən] n.探测；探究；踏勘
154 eye 2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155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149

156

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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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Federal

figuring 2 ['figəriŋ] v.计算；用数字表示；修琢（figure的ing形式）
158 funding 2 ['fʌndiŋ] n.提供资金；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.提供资金；积存（fund的ing形式）
159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60 go 2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157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reat 2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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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1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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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64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65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166 huge 2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167 inaudible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168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163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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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171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72 land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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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73 launch 2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169

水；汽艇

launched 2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175 legislation 2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176 little 2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177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178 lo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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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 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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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matt 2 [mæt] adj.无光泽的；不光滑的 n.无光表面；衬边 vt.使…无光；把…熔炼为锍（等于matte）
181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182 Mexico 2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183 mid 2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184 mission 2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185 mostly 2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186 nasa 2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187 no 2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188 office 2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189 partially 2 ['pa:ʃəli] adv.部分地；偏袒地
190 passed 2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191 point 2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192 power 2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180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194 representatives 2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195 Rivers 2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196 Russia 2 ['rʌʃə] n.俄罗斯
193

197

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ame

seats 2 ['siː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199 security 2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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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senate 2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202 s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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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sent 2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204 set 2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198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206 soon 2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207 sworn 2 [swɔ:n] adj.发过誓的；宣誓过的 v.发誓（swear的过去分词）
208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205

的）售得金额

tal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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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 Teresa 2 [te'resɑ:] n.特里萨（女名）
211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212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213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214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215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16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217 vo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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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219 way 2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220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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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wonder 2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209

旺德（人名）

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22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224 yesterday 2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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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6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227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228 addresses 1 [ə'dres] n. 住址；网址；电子邮箱地址；称呼；致词；讲话；演讲；谈吐 v. 称呼；发表演说；提出；写地址；处理
229 Afghanistan 1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230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231 aging 1 ['eidʒiŋ] n.老化；陈化，熟化
232 agree 1 [əˈɡriː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233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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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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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aisle 1 [ail] n.通道，走道；侧廊
23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238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222

alongside 1 [ə'lɔŋ'said] adv.在旁边 prep.在……旁边
240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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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amongst 1 [ə'mʌŋst] prep.在…之中；在…当中（等于among）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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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4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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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announcing 1 [ə'naʊnsɪŋ] n.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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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49 apartments 1 公寓
250 applications 1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251 approve 1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252 aren 1 阿伦
253 Arenas 1 n.阿瑞纳斯（姓氏，或球鞋品牌名）
254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255 avenue 1 n.大街；林荫大道；[比喻](达到某物的)途径，手段，方法，渠道
25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57 barriers 1 ['bæriəz] 障碍
258 bars 1 [bɑːz] n.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.
259 base 1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260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261 belongs 1 英 [bɪ'lɒŋ] 美 [bɪ'lɔːŋ] vi. 应归入；属于
262 beloved 1 [bi'lʌvid, -'lʌvd] adj.心爱的；挚爱的 n.心爱的人；亲爱的教友
263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264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265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266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267 boris 1 ['bɔris] n.鲍里斯（男子名）
268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269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270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271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239
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bush 1 [buʃ] n.灌木；矮树丛 vt.以灌木装饰；使…精疲力竭 vi.丛生；浓密地生长 adj.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；粗野的
273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274 c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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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 called 1 [kɔːl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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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6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277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278 catcher 1 ['kætʃə] n.捕手，捕捉者；接球手
279 catches 1 ['kætʃɪz] n. 捕获数 名词catch的复数形式.
280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281 Chambers 1 ['tʃeimbəz] n.钱伯斯（姓氏）
282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272

civilian 1 [si'viljən] adj.民用的；百姓的，平民的 n.平民，百姓
284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
283

班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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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
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28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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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289 commands 1 [kə'mæns] n. 命令；指令 名词command的复数形式.
290 communicate 1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291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292 compromise 1 ['kɔmprəmaiz] vt.妥协；危害 vi.妥协；让步 n.妥协，和解；折衷
293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294 confirming 1 英 [kən'fɜːm] 美 [kən'fɜːrm] v. 证实；批准；确定
295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296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297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298 controlling 1 [kən'trəuliŋ] n.控制 v.控制；管理（control的ing形式）；验证
299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300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301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302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303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304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305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288

特
306

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deadline 1 ['dedlain] n.截止期限，最后期限
308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309 debating 1 [dɪ'beɪtɪŋ] 动词debate的现在分词形式
310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311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312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313 desire 1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314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315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316 directed 1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17 displays 1 [dɪsp'leɪz] n. 显示器；陈列品 名词display的复数.
318 diversity 1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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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 division 1 n.[数]除法；部门；分配；分割；师（军队）；赛区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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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2 dominate 1 ['dɔmineit] vt.控制；支配；占优势；在…中占主要地位 vi.占优势；处于支配地位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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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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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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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6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327 effected 1 [ɪ'fekt] n. 效应；结果；影响；印象；效果；要旨 v. 使产生；引起
328 elections 1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329 electromagnetic 1 [i,lektrəumæg'netik] adj.电磁的
330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331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332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333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334 ethnicity 1 [eθ'nisəti] n.种族划分
335 eu 1 abbr.欧盟（EuropeanUnion）；能量单位（EnergyUnit）；熵的单位（EntropyUnit）；等效单位（EquivalentUnit） n.(Eu)人
325

名；(中)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尤

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337 evident 1 ['evidənt] adj.明显的；明白的
338 excellent 1 ['eksələnt] adj.卓越的；极好的；杰出的
339 exclusive 1 [ik'sklu:siv] adj.独有的；排外的；专一的 n.独家新闻；独家经营的项目；排外者
340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341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342 experiments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343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344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345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346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47 extensively 1 [ik'stensivli] adv.广阔地；广大地
348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349 facilities 1 [fə'sɪlɪtɪz] n. 设施；设备；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.
350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51 fake 1 [feik] n.假货；骗子；假动作 vt.捏造；假装…的样子 vi.假装；做假动作 adj.伪造的 n.(Fake)人名；(英)费克
352 fan 1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353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354 feline 1 ['fi:lain] adj.猫科的；猫一样的；狡猾的 n.猫科动物 n.(Feline)人名；(法)弗利纳
355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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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 fitting 1 ['fitiŋ] n.装配，装置；试穿，试衣 adj.适合的，适宜的；相称的 n.(Fitting)人名；(英、德)菲廷
358 flag 1 [flæg] vi.标记；衰退；枯萎 vt.标记；插旗 n.标志；旗子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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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0 followers 1 英 ['fɔːləʊəz] 美 ['fɔːloʊəz] n. 追随者 名词follower的复数形式.
361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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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3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364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365 forget 1 [fə'gɛt] vt.忘记；忽略 vi.忘记 n.(Forget)人名；(法)福尔热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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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36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368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367

funded 1 [fʌnd] n. 基金 vt. 资助；转为（长期贷款）
370 furlough 1 ['fə:lau] n.休假；暂时解雇；放假 vt.准假；暂时解雇
371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372 gearing 1 ['giəriŋ] n.传动装置 vt.以齿轮连起；配搭活动（gear的ing形式）
373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374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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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 Gordon 1 ['gɔ:dn] n.戈登（男子名）
377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378 Graham 1 ['greiəm] adj.全麦的；粗面粉的；全麦粉制成的 n.(Graham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哈姆
379 gravity 1 ['græviti] n.重力，地心引力；严重性；庄严
380 grit 1 [grit] vt.研磨；在…上铺砂砾，覆以砂砾；咬紧牙关 vi.摩擦作声 n.粗砂，砂砾砂砾，粗砂石；勇气；决心 n.(Grit)人名；
369

(德)格里特；(法)格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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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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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81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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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4 handles 1 ['hændlz] n. 操纵；掌握 名词handle的复数形式.
385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86 harbinger 1 ['hɑ:bindʒə] n.先驱；前兆；预告者 vt.预告；充做…的前驱
387 hel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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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83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3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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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lp

hemisphere 1 ['hemi,sfiə] n.半球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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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91 hermiston 1 n. 赫米斯顿(在美国；西经 119º18' 北纬 45º50')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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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93 hiring 1 ['haiəriŋ] n.雇用；租用 v.雇用（hire的ing形式）
394 historically 1 [his'tɔrikəli] adv.历史上地；从历史观点上说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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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89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397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398 hostage 1 ['hɔstidʒ] n.人质；抵押品
399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400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401 immoral 1 ['imɔrəl] adj.不道德的；邪恶的；淫荡的
402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403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404 increased 1 [ɪn'kriː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05 independents 1 n. 独立电话公司
406 ineffective 1 [,ini'fektiv] adj.无效的，失效的；不起作用的
407 inspections 1 n. 检查；视察；安全检测（inspection的复数）
408 inspire 1 [in'spaiə] vt.激发；鼓舞；启示；产生；使生灵感
409 instability 1 [,instə'biləti] n.不稳定（性）；基础薄弱；不安定
410 interference 1 [,intə'fiərəns] n.干扰，冲突；干涉
396

IRS 1 [ˌaɪɑːr'es] abbr. 美国国税局 (=Internal Revenue Service)
412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413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414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415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416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417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418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419 Kansas 1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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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1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411
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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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3 Korean 1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424 lagged 1 延迟
425 lands 1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426 landscape 1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422
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427

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last

lawmaker 1 ['lɔ:,meikə] n.立法者
429 lead 1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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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28
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431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432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433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434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435 lie 1 [lai] vi.躺；说谎；位于；展现 vt.谎骗 n.谎言；位置 n.(Lie)人名；(罗、挪、瑞典)利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
436 lindsey 1 n.林德赛（人名）
437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438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439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440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441 loans 1 ['ləʊnz] 贷款
442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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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30
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luna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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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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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6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447 manage 1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448 manned 1 [mænd] adj.有人驾驶的；有人操纵的；配备齐船员的 v.给…配备人员（man的过去分词）
449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450 mapped 1 ['mæpt] 动词m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451 Mars 1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452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4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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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4 meaningful 1 ['mi:niŋful] adj.有意义的；意味深长的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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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456 mice 1 [mais] n.老鼠（mouse的复数） n.(Mice)人名；(塞)米采
457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458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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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0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461 ministers 1 英 ['mɪnɪstə(r)] 美 ['mɪnɪstər] n. 外交使节；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. 照顾；给予帮助
462 missions 1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463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464 mouse 1 [maus, mauz] n.鼠标；老鼠；胆小羞怯的人 vt.探出 vi.捕鼠；窥探
465 mouser 1 ['mauzə, mausə] n.捕鼠动物；爱探听的人；鬼鬼祟祟搜寻的人
466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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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7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468 museums 1 [m'juːziəmz] n. 博物馆，展览馆（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）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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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3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ncy 1 ['nænsi] adj.女性化的；同性恋的 n.女性化的男人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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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2 navigate 1 vt.驾驶，操纵；使通过；航行于；解决，应对（困难复杂的情况） vi.航行，航空
473 nd 1 abbr.国债（NationalDebt）；国防（NationalDefence）；核装置（NuclearDevice）
474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475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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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7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478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47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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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1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482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483 observing 1 [əb'zəviŋ, ɔb-] adj.观察的；注意的；观察力敏锐的 v.观察；遵守（observe的ing形式）
484 occur 1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485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86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487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488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489 opinionated 1 [ə'pinjəneitid] adj.固执己见的；武断的
490 optimism 1 ['ɔptimizəm] n.乐观；乐观主义
491 ordinary 1 ['ɔ:dinəri, -neri-] adj.普通的；平凡的；平常的 n.普通；平常的人（或事）
49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49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94 oust 1 [aust] vt.驱逐；剥夺；取代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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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6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470

杰；(法)帕日

Palestinian 1 adj. 巴勒斯坦的；巴勒斯坦人的 n. 巴勒斯坦；巴勒斯坦人
498 parisa 1 帕里萨
499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500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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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7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502 parties 1 英 ['pɑːti] 美 ['pɑːr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503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504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501

德、俄)帕斯

pa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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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 paycheck 1 ['pei'tʃek] n.付薪水的支票，薪水
507 pelosi 1 佩洛西
508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509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510 photographic 1 [,fəutə'græfik] adj.摄影的；逼真的；（尤指记忆）详细准确的
511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12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513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514 pl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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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5

特；(法)普朗
5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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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plants

poles 1 英 [pəʊl] 美 [poʊl] n. 杆；柱；极点 v. (用杆)支撑 Pole. n. 波兰人
517 policeman 1 [pə'li:smən] n.警察，警员；[分化]淀帚（橡皮头玻璃搅棒）
518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519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520 pride 1 n.自豪；骄傲；自尊心；狮群 vt.使得意，以...自豪 vi.自豪 n.（Pride）人名；（英）普赖德
521 probe 1 [prəub] n.探针；调查 vi.调查；探测 vt.探查；用探针探测 n.(Probe)人名；(法)普罗布
522 processing 1 n. 进程；步骤；数据处理；整理；配制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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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6

程式

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525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526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527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528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529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530 prowls 1 [praʊl] v. 潜行以觅食；窥伺；逡巡于 n. 潜行；徘徊；悄悄踱步
531 pundit 1 n.专家；博学者；梵文学者
532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524
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radar 1 ['reidə] n.[雷达]雷达，无线电探测器 n.(Radar)人名；(塞)拉达尔
534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535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536 rebels 1 ['rebəls] n. 叛民 名词rebel的复数形式.
53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533

5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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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ecord

referendum 1 [,refə'rendəm] n.公民投票权；外交官请示书
540 reflect 1 vt.反映；反射，照出；表达；显示;反省 vi.反射，映现；深思
541 rejected 1 ['riː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542 relay 1 ['ri:lei, ri'lei] vi.转播；接替 n.[电]继电器；接替，接替人员；驿马 vt.转播；使接替；分程传递
543 rent 1 [rent] n.租金 vt.出租；租用；租借 vi.租；出租 n.(Rent)人名；(瑞典)伦特
544 replacing 1 [rɪ'pleɪsɪn] adj. 更换的；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545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546 resignation 1 [,rezig'neiʃən] n.辞职；放弃；辞职书；顺从
547 resources 1 [rɪ'sɔː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548 respective 1 [ri'spektiv] adj.分别的，各自的
549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550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551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552 rotunda 1 [rəu'tʌndə] n.圆形大厅；圆形建筑
553 rumor 1 ['ru:mə] n.谣言；传闻 vt.谣传；传说 n.(Rumor)人名；(意、葡)鲁莫尔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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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9

名；(英)拉什

sadly 1 ['sædli] adv.悲哀地；悲痛地
556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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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5

拉伯)赛义德

satellite 1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558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559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56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561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562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563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564 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565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566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567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568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569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570 shorthair 1 ['ʃɔ:thεə] n.短毛猫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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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72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573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574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557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576 solar 1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577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578 somali 1 [səu'mɑ:li] n.索马里人；索马里语 adj.索马里的
579 somehow 1 adv.以某种方法；莫名其妙地
57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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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1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580

形式）

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583 spacecraft 1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584 speaker 1 ['spi:kə] n.演讲者；扬声器；说话者；说某种语言的人 n.(Speaker)人名；(英)斯皮克
585 speculation 1 [,spekju'leiʃən] n.投机；推测；思索；投机买卖
586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587 staff 1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582
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staffs 1 英 [stɑːf] 美 [stæf] n. 员工；全体人员；全体职员；拐杖；杆；棒；五线谱 vt. 配备员工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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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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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1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592 stations 1 ['steɪʃn] n. 站；火车站；电视台；社会地位；牧羊场；驻地；岗位 v. 驻扎；安置
593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594 sticking 1 ['stikiŋ] adj.粘的；有粘性的 n.粘辊；附着；坚持性 v.粘住，坚持（stick的ing形式）
595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596 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588
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stretched 1 [st'retʃt] 拉伸的
598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597
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600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601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602 sunlight 1 ['sʌnlait] n.日光 n.(Sunlight)人名；(英)森莱特
603 Syria 1 ['si:riə; 'si-] n.叙利亚共和国
604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605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606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607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6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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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9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610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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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2 Tony 1 ['təuni] n.托尼（男名）
61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614 tracking 1 ['trækiŋ] n.追踪，跟踪 v.跟踪（track的ing形式）
615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616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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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8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619 unofficial 1 [,ʌnə'fiʃəl] adj.非官方的；非正式的
620 untranslated 1 [ʌntræns'leɪtɪd] n. 非翻译
621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99

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623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624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625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626 votes 1 [vəuts] v.投票；提倡（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选票；选举；得票数（vote的复数形式）
627 wages 1 ['weɪdʒɪz] n. 工资；报酬；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；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.
6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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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9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630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631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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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2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633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634 wheeled 1 [hwi:ld] adj.轮式的；有轮的 v.滚动；装轮子（wheel的过去分词）
6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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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6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622
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638 wonders 1 ['wʌndəz] n. 奇观 wonder的复数形式.
6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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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7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640

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king

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42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643 you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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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