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19-03-06 词汇表
aboard 2 [ə'bɔ:d] adv.在飞机上；[船]在船上；在火车上 prep.在…上
2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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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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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符合；使适合

actually 3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6 after 5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7 afterward 1 ['ɑ:ftəwəd, 'æf-] adv.以后，后来
8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9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10 air 5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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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Alabama 5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13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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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alley 2 ['æli] n.小巷；小路；小径 n.(Alley)人名；(英)阿利
15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6 alof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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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18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9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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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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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and 3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4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25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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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27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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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29 assuming 1 [ə'sju:miŋ] adj.傲慢的；不逊的；僭越的 v.假设（assume的ing形式）
30 astronauts 3 ['æstrənɔː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31 at 6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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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utonomous 1 [ɔ:'tɔnəməs] adj.自治的；自主的；自发的
33 avalanche 2 ['ævəlɑ:ntʃ] n.雪崩 vt.雪崩 vi.崩塌
34 away 4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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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barely 1 ['bεəli] adv.仅仅，勉强；几乎不；公开地；贫乏地
37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38 bathroom 1 ['bɑ:θrum] n.浴室；厕所；盥洗室
39 battle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40 bay 1 [bei] n.海湾；狗吠声 vt.向…吠叫 vi.吠叫；大声叫嚷 n.(Bay)人名；(越)七；(英、老)贝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土、丹)巴伊；
32
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42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43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4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45 begin 4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46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47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48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49 big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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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51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52 blade 1 [bleid] n.叶片；刀片，刀锋；剑
53 blasting 1 ['blɑ:stiŋ] n.爆炸；破坏；由爆破而产生的碎石块；枯萎 v.爆炸（blast的ing形式）
54 boards 1 ['bɔːdz] n. 护板；舞台 名词board的复数形式.
55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56 bottom 1 ['bɔtəm] n.底部；末端；臀部；尽头 adj.底部的 vt.装底；测量深浅；查明真相 vi.到达底部；建立基础 n.(Bottom)人名；
41

(英)博顿

boyfriend 1 ['bɔifrend] n.男朋友，情郎
58 bridge 17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59 Bridges 1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60 Brooklyn 1 ['bruklin] n.布鲁克林（美国纽约西南部的一区）
61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62 bustling 1 ['bʌsliŋ] adj.熙熙攘攘的；忙乱的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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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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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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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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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

的）食品罐头

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68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69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70 capsule 5 ['kæpsju:l] n.胶囊；[植]蒴果；太空舱；小容器 adj.压缩的；概要的 vt.压缩；简述
71 car 5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72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3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74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75 categories 1 ['kætɪɡərɪz] n. 类别；种类；范畴 名词category的复数形式.
76 cause 3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77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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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67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hallenged 1 ['tʃælindʒid] adj.受到挑战的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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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78

钱斯

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81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82 clip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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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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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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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lose

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85 closet 1 ['klɔzit] n.壁橱；议事室，密室；小房间 adj.秘密的，私下的；空谈的 vt.把…关在私室中 n.(Closet)人名；(法)克洛塞
86 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87 cold 2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88 column 2 ['kɔləm] n.纵队，列；专栏；圆柱，柱形物
89 combined 2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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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

梅

com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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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92 commerce 1 n.贸易；商业；商务
93 company 3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94 completed 1 [kəm'pliː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95 completely 2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96 concept 1 ['kɔnsept] n.观念，概念
97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98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99 considered 2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100 construction 2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101 containment 1 n.包含；牵制；容量；密闭度；抑制,牵制；牵制[遏制]政策
102 continue 2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103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04 corroded 1 [kə'rəudid] adj.侵蚀的，已被腐蚀的
105 corrosion 2 [kə'rəuʒən] n.腐蚀；腐蚀产生的物质；衰败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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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 couch 3 [kautʃ] n.睡椅，长沙发；床；卧榻 vi.蹲伏，埋伏；躺着 vt.使躺下；表达；弯下 n.(Couch)人名；(英)库奇
108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09 count 1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
91

(人名)

counties 1 ['kaʊnti] n. 郡；县 adj. 有郡中豪绅习气的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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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0

乐的

county 2 ['kaunti] n.郡，县
113 couple 3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114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112
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crew 5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116 crews 1 [kruː]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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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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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

特

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120 damaged 2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21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119

土)达伊
122

day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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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ear 1 [diə] adj.亲爱的；尊敬的；昂贵的 adv.高价地；疼爱地 int.哎呀 n.亲爱的人 n.(Dear)人名；(英、西)迪尔
124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125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26 destroyed 2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12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28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129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130 dive 1 ['di:vei, daiv] vi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急剧下降 n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扑 n.(Dive)人名；(法)迪夫
131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123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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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cked 2 英 [dɒk] 美 [dɑːk] n. 码头；船坞；船埠 v. 进(港、码头)
133 docks 1 [dɒks] n. 港区 名词dock的复数形式.
134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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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36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137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132
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138

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wn

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140 dragon 5 ['drægən] n.龙；凶暴的人，凶恶的人；严厉而有警觉性的女人 n.(Dragon)人名；(匈)德劳贡；(英、法、芬、罗、匈)德
139

拉贡

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142 dry 2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143 duty 1 ['dju:ti, 'du:-] n.责任；[税收]关税；职务 n.(Duty)人名；(英)迪蒂
144 eart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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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146 eats 2 [i:ts] abbr.设备准确度测试站（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）
147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148 EF 5 [ef] abbr.每面（eachface）；超精度（extremelyfine）；仰角指示器（ElevationFinder）
149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150 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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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 empire 1 ['empaiə] n.帝国；帝王统治，君权 n.(Empire)人名；(法)昂皮尔
153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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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156 energy 2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157 enhanced 1 [in'hɑ:nst, -'hænst] adj.加强的；增大的 v.提高；加强（enhance的过去分词）
158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59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160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61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141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63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62

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165 extended 1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166 f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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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7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164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169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170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71 ferry 2 ['feri] n.渡船；摆渡；渡口 vt.（乘渡船）渡过；用渡船运送；空运 vi.摆渡；来往行驶 n.(Ferry)人名；(法、德、英、印尼)
168

费里

ferrying 1 ['feri] n. 渡船；渡口 vt. 摆渡；运输 vi. 摆渡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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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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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176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172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178 fixed 1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179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180 fl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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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1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182 fog 3 [fɔg] n.雾；烟雾，尘雾；迷惑 vt.使模糊；使困惑；以雾笼罩 vi.被雾笼罩；变模糊 n.(Fog)人名；(丹)福
183 foo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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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85 for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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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7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187 Francisco 2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188 from 10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89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190 fujita 2 藤田
191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192 fund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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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93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194 gate 8 [geit] n.大门；出入口；门道 vt.给…装大门 n.(Gate)人名；(英)盖特；(法、瑞典)加特
195 Georgia 2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196 get 1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97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198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99 g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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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es 2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201 going 3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200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lden 8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203 gone 2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204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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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

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06 governor 2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207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208 grou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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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ulf 1 [gʌlf] n.海湾；深渊；分歧；漩涡 vt.吞没
210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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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11 hal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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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9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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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have 12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215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216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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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7 hear 5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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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12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220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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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21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22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223 hit 2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224 hitch 1 [hitʃ] n.故障；钩；猛拉；急推；蹒跚 vt.搭便车；钩住；套住；猛拉；使结婚 vi.被钩住；急动；蹒跚；搭便车旅行；结
219

婚 n.(Hitch)人名；(英)希契(男子教名Richard的昵称)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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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

home

226

homes

2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
国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228 hour 2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229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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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

名；(英)豪斯

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232 how 6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33 humidity 1 [hju:'midəti] n.[气象]湿度；湿气
234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235 ideas 1 观念
236 if 8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37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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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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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239 ingredients 2 [ɪŋ'riːdiənts] n. 配料；作料；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.
240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241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242 inside 3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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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45 ISS 5 n. 工业标准规格
246 issued 1 ['ɪʃuː]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247 it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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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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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ts 10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49 jet 4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250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251 just 6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2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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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ansas 1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253 Kennedy 1 ['kenidi] n.肯尼迪（姓氏，美国第35任总统）
254 killed 2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255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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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57 lanes 1 拉纳
258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2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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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260 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261 launching 1 ['lɔ:ntʃiŋ, 'lɑ:n] n.发射；下水；创设 v.发射；发动；开始从事（launch的ing形式）
262 lee 1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259

妥玛)

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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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263

名；(法)勒韦尔

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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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8 lingering 1 ['liŋgəriŋ] adj.拖延的 v.徘徊；缓慢消失；沉思（linger的ing形式）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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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 literally 2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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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2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273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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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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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275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274

(英)卢克

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277 lose 4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278 l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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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6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280 lug 1 [lʌg] n.支托；接线片；耳状物 vt.用力拉或拖 vi.用力拉或拖
281 Mackinac 1 马基纳克岛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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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9

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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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3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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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7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88 m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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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

威；进行曲

masses 1 ['mæsɪz] n. 平民；群众
290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291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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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3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294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295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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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7 mile 4 [mail] n.英里；一英里赛跑；较大的距离 n.(Mile)人名；(塞、匈、法)米莱
298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299 minor 1 adj.未成年的；次要的；较小的；小调的；二流的 n.未成年人；小调；辅修科目 vi.辅修 n.(Minor)人名；(英)迈纳；
289

(德、法、波、俄)米诺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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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1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302 moisture 2 ['mɔistʃə] n.水分；湿度；潮湿；降雨量
303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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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00

以)莫雷
3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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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st

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307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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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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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6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sa 3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311 nearby 2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312 Nebraska 1 [ni'bræskə] n.内布拉斯加州
313 need 5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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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5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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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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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9 nor 1 [nɔ:, 弱 nə] conj.也不；也不是 adv.也不；也没有 n.(Nor)人名；(中)挪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马来、俄)诺尔；(柬)诺
320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321 northbound 1 ['nɔ:θbaund] adj.北行的；向北方的
322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23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10

nutty 1 ['nʌti] adj.多坚果的；产坚果的；古怪的
325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326 of 3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27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328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29 Oklahoma 1 [,əuklə'həumə] n.美国俄克拉荷马州
330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331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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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4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333 on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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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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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5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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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7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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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8 originally 1 [ə'ridʒənəli] adv.最初，起初；本来
339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40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41 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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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2

灭；驱逐

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343 outside 2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344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345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346 paint 2 vt.油漆；绘画；装饰；涂色于；描绘；（用语言，文字等）描写；擦脂粉等 vi.油漆；描绘；绘画；化妆 n.油漆；颜
342

料，涂料；绘画作品；胭脂等化妆品；色彩，装饰 n.潘（人名）

painters 1 ['peɪntəz] 油漆工
348 paints 1 [peɪnts] n. 颜料；油漆 名词paint的复数形式.
349 par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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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7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351 patio 1 ['pætiəu] n.露台；天井
352 pedestrians 1 [pɪ'destrɪəns] n. 行人 名词pedestrian的复数形式.
353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54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355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356 pitched 1 [pitʃt] adj.斜的；人字形的 v.使倾斜；扎营；投掷（pitch的过去分词）
357 Plains 1 [pleinz] n.平地，平原（plain的复数）
358 pl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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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9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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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 pm 1 [,pi: 'em] abbr.（拉）下午（PostMeridiem，等于afternoon）；调相（PhaseModulation）
362 porch 2 [pɔ:tʃ] n.门廊；走廊
363 pow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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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0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364

privat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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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366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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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5

程式

propellers 1 [prə'peləz] 螺旋辊
369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370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371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372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373 pun 2 [pʌn] vi.说双关语；说俏皮话 n.双关语；俏皮话 vt.捣实敲打 n.(Pun)人名；(柬)本；(泰)汶
374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368

形式）

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376 ranging 1 ['reɪndʒɪŋ] vbl. 排列；归类于；动词range的现在分词形式
377 re 8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378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375

尔

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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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382 records 1 [rɪ'kɔː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383 redwood 1 ['redwud] n.红木树，[林]红杉；红树木材 n.(Redwood)人名；(英)雷德伍德
384 refrigerator 1 [ri'fridʒəreitə, ri:-] n.冰箱，冷藏库
385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386 reposition 1 [,ri:pə'ziʃən] vt.使复位；改变…的位置；使变换阵地 n.复位；贮藏；放回
387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388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379
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390 ride 3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389
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391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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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ight

rim 1 [rim] n.边，边缘；轮辋；圆圈 vi.作…的边，装边于 vt.作…的边，装边于 n.(Rim)人名；(俄)里姆
393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394 rocky 1 ['rɔki] adj.岩石的，多岩石的；坚如岩石的；摇晃的；头晕目眩的
395 roof 1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396 rot 1 [rɔt] n.腐烂；腐败；腐坏 vi.腐烂；腐败；堕落 vt.使腐烂；使腐朽；使堕落 int.（表示厌恶、蔑视、烦恼等）胡说；糟了 n.
392

(Rot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塞、捷、瑞典)罗特

rotating 2 [rəʊ'teɪtɪŋ] adj. 旋转的 动词rotate的现在分词.
398 rough 1 [rʌf] adj.粗糙的；粗略的；粗野的；艰苦的；未经加工的 vt.使粗糙；粗暴对待；草拟 n.艰苦；高低不平的地面；未经
397

加工的材料；粗糙的部分 vi.举止粗野 adv.粗糙地；粗略地；粗暴地 n.(Rough)人名；(英)拉夫
3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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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ush

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401 rust 1 [rʌst] n.锈；生锈；[植保]锈病 vt.使生锈；腐蚀 vi.生锈；成铁锈色；变迟钝 n.(Rust)人名；(英)拉斯特；(德、捷、瑞典)鲁
400

斯特；(法)吕斯特
4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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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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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3

拉伯)赛义德
405

2 [sɔ:lt] n.盐；风趣，刺激性 adj.咸水的；含盐的，咸味的；盐腌的；猥亵的 vt.用盐腌；给…加盐；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
雪融化 n.(Salt)人名；(西)萨尔特；(英)索尔特

salt

San 2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407 sand 1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406
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sandblasting 1 ['sændblaːstɪŋ] n. 喷砂法 动词sandbla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40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10 scale 3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408
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scarce 1 [skεəs] adj.缺乏的，不足的；稀有的 adv.仅仅；几乎不；几乎没有
412 scraped 1 [skreɪp] v. 刮掉；擦掉 n. 擦伤；擦掉；刮擦声；<口>窘境
413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414 searching 1 ['sə:tʃiŋ] adj.搜索的；透彻的 n.搜索 v.搜索（search的ing形式）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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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11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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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7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18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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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0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21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422 sheriff 1 ['ʃerif] n.州长；郡治安官；执行吏 n.(Sheriff)人名；(英、葡)谢里夫；(阿拉伯)谢里夫
423 shingles 1 ['ʃiŋglz] n.[皮肤]带状疱疹；木瓦；海滨卵石（shingle的复数） v.用木瓦覆盖…的屋顶；使…叠盖；锻压（shingle的第
416

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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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25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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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24

肖

shuttle 1 ['ʃʌtl] n.航天飞机；穿梭；梭子；穿梭班机、公共汽车等 vt.使穿梭般来回移动；短程穿梭般运送 vi.穿梭往返
427 signific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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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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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9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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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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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6

>稍微

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432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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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3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434 sounding 1 ['saundiŋ] n.音响；试探；测探水深 adj.发出声音的
435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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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6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437 soyuz 1 联盟号（宇宙飞船系列名）
438 space 1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439 spacecraft 1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440 spans 1 [spæn] n. 时期；跨度；间距 vt. 延续；横跨；贯穿；遍及；弥补 动词spin的过去式形式.
441 spin 1 [spin] vi.旋转；纺纱；吐丝；晕眩 vt.使旋转；纺纱；编造；结网 n.旋转；疾驰
442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4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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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4 stand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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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43
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starts 1 [s'tɑːts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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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46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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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7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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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8 station 2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449 st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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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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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0

1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storm

storms 3 英 [stɔːm] 美 [stɔː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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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1
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stream 3 [stri:m] n.溪流；流动；潮流；光线 vi.流；涌进；飘扬 vt.流出；涌出；使飘动
454 streams 1 [st'riːmz] n. 流；溪流 名词stream的复数形式.
455 string 1 n.线，弦，细绳；一串，一行
456 structural 1 ['strʌktʃərəl] adj.结构的；建筑的
457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458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459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460 survived 1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461 suspension 1 [sə'spenʃən] n.悬浮；暂停；停职
46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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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3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465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466 tallest 1 ['tɔːlɪst] adj. 最高的
467 technically 2 ['teknikli] adv.技术上；专门地；学术上；工艺上
468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469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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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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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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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2 the 10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473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474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7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476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477 this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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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8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479 though 3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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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81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482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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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1

thunderstorm 2 ['θʌndəstɔ:m] n.[气象]雷暴；雷暴雨；大雷雨
485 thunderstorms 1 ['θʌndəstɔːmz] 雷暴
486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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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4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ire 1 ['taiə] vi.疲劳；厌倦 vt.使…疲倦；使…厌烦 n.轮胎；头饰 n.(Tire)人名；(土)蒂雷
488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489 tires 2 ['taɪəz] n. 轮胎 tire的复数形式.
490 to 4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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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7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49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493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494 tornado 12 [tɔ:'neidəu] n.[气象]龙卷风；旋风；暴风；大雷雨 n.(Tornado)人名；(西)托纳多
495 tornadoes 2 英 [tɔː'neɪdəʊ] 美 [tɔːr'neɪdoʊ] n. 龙卷风；飓风；旋风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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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498 treated 1 [triː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499 triangulation 1 [trai,æŋgju'leiʃən] n.[测]三角测量；三角形划分
50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01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502 twister 1 n.缠绕者；不可靠的人；难题；旋转球；绕口令
503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04 underneath 1 [,ʌndə'ni:θ] prep.在…的下面；在…的形式下；在…的支配下 adv.在下面；在底下 n.下面；底部 adj.下面的；底层
491

的

unidentified 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06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507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08 up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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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9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10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511 upward 1 ['ʌpwəd] adj.向上的；上升的 adv.向上
512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513 vehicles 1 ['viː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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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5 video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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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6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517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518 violently 1 ['vaiələntli] adv.猛烈地，激烈地；极端地
519 walkway 1 ['wɔ:kwei] n.通道，[建]走道
520 w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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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1 walls 1 ['wɔːlz] n. 墙壁
522 warn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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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3 was 1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24 wasn 2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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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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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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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8 w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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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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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7
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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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1 weld 1 [weld] vt.焊接；使结合；使成整体 vi.焊牢 n.焊接；焊接点 n.(Weld)人名；(英)韦尔德
532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530

韦尔

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34 w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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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5 what 2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536 wheely 1 ['hwi:li] adj.轮状的；轮子的
537 whe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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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5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539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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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1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542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543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538

芬)维德

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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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5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544
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windows 2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547 winds 2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548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549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550 wor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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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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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6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53 work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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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52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55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556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57 wreckage 1 ['rekidʒ] n.（失事船或飞机等的）残骸；（船只等的）失事
558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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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0 you 3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61 youngest 1 ['jʌŋgist] n.最小的儿子；年纪最小的人 adj.最年轻的
562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563 zero 2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5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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