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19-03-27 词频表
the 7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5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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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and 4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4 of 4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5 in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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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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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hat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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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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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 for 1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9 i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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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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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1 this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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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they 1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3 hav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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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was 1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15 you 1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6 be 1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7 know 1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8 lik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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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there 1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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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a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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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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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23

she

10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话·威妥玛)

up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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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but 9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26 cnn 9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27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8 so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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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their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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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what 9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31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32 Britain 8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33 unidentified 8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34 a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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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British 7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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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he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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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 inaudible 7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4

leave 7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40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41 pH 7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42 really 7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3 suarez 7 苏亚雷斯
44 union 7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45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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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

的）食品罐头
46

deal

6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European 6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48 food 6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49 how 6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50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51 kids 6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52 may 6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53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4 would 6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5 alder 5 ['ɔ:ldə] n.[林]桤木
56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57 athlete 5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58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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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61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62 minister 5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63 my 5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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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

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space 5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66 those 5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67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68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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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69

at 4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businesses 4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71 clip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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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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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onsumers 4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73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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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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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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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75 eu 4 abbr.欧盟（EuropeanUnion）；能量单位（EnergyUnit）；熵的单位（EntropyUnit）；等效单位（EquivalentUnit） n.(Eu)人
74

名；(中)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尤
4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76

high

77

lawmaker 4 ['lɔ:,meikə] n.立法者

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79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80 olympics 4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81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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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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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parliament 4 ['pɑ:ləmənt] n.议会，国会
84 positive 4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85 running 4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人
78

名；(英)朗宁
86

said 4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拉
伯)赛义德

satellites 4 n. 卫星；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.
88 school 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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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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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87

稍微

stockpiling 4 [s'tɒkpaɪlɪŋ] 囤积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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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94 vide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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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5 work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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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91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97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98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99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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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 Barcelona 3 [,ba:si'ləunə] n.巴塞罗纳（西班牙）
101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02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103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104 control 3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105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06 don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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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e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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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 enough 3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09 fa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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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0 goods 3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111 got 3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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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13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114 into 3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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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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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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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

last

117

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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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es 3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119 ma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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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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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8

威；进行曲

mom
122 more
121

3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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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24 once 3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125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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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3

西、土)奥韦尔

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28 process 3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127

的

produce 3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130 production 3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131 run 3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132 sa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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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13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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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aking 3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135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136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137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138 took 3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139 tr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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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 uk 3 [ˌjuː'keɪ] abbr. 英国(=United Kingdom)
141 uncertainty 3 [,ʌn'sə:tənti] n.不确定，不可靠
142 us 3 pron.我们
143 want 3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144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145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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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6 alien 2 ['eiljən] adj.外国的；相异的，性质不同的；不相容的 n.外国人，外侨；外星人 vt.让渡，转让 n.(Alien)人名；(法)阿利安
147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4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149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50 bigger 2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151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152 carmen 2 ['kɑ:mən] n.卡门（女子名）
153 chan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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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34

钱斯

clean 2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155 coach 2 n.教练；旅客车厢；长途公车；四轮大马车 vt.训练；指导 vi.作指导；接受辅导；坐马车旅行 n.蔻驰（皮革品牌）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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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7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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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 completed 2 [kəm'pliː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54

continue 2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160 deadline 2 ['dedlain] n.截止期限，最后期限
161 delay 2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162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63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64 dream 2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165 eart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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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6 edith 2 ['i:diθ] n.伊迪丝（女子名）
167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68 fear 2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169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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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17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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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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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 happened 2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73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171

普

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75 jersey 2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176 junk 2 [dʒʌŋk] n.垃圾，废物；舢板 n.(Junk)人名；(德、捷)容克
177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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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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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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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

水；汽艇

leaving 2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181 lef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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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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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3 locally 2 ['ləukəli] adv.局部地；在本地
184 London 2 ['lʌndən] n.伦敦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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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80

(英)卢克

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187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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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189 millions 2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190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191 oh 2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192 opportunities 2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193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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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

灭；驱逐

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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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5 pl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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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

典)普莱

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197 range 2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196

于；来回走动
198

reached

2 到达

saw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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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series 2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201 service 2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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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204 sports 2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203

第三人称单数）

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206 step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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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07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208 temporarily 2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209 Teresa 2 [te'resɑ:] n.特里萨（女名）
210 than 2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2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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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212 third 2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213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214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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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 time 2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211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rade 2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217 train 2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218 tried 2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219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20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221 very 2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222 voted 2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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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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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6

韦尔

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226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27 while 2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228 winter 2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225

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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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0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231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232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233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34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235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236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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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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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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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

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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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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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4 Alice 1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245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246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47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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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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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0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251 approve 1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252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253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25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55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2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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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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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7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258 beast 1 [bi:st] n.野兽；畜生，人面兽心的人
259 beauty 1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260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261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262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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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

特

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265 bow 1 [bəu] n.弓；鞠躬；船首 vi.鞠躬；弯腰 vt.鞠躬；弯腰 adj.弯曲的 n.(Bo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茂；(英)鲍
266 bread 1 [bred] n.面包；生计 vt.在…上洒面包屑
267 breasts 1 [brest] n. 乳房；胸脯 vt. (以胸)对着
268 brits 1 n. <口>英国人
269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270 budget 1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271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272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273 bulks 1 [bʌlk] n. 体积；容积；大块；大部分；大批 adj. 散装的；大量的 vt. 使膨胀；使成堆 vi. 膨胀；显得重要
274 bunch 1 ['bʌntʃ] n.群；串；突出物 vi.隆起；打褶；形成一串 vt.使成一串；使打褶 n.(Bunch)人名；(英)邦奇
275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276 bus 1 [bʌs] n.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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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8 capacity 1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279 cardboard 1 ['kɑ:dbɔ:d] n.[纸]硬纸板；纸板箱；卡纸板 adj.不真实的；硬纸板制的
280 cares 1 n.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.
281 carol 1 ['kærəl] vi.欢乐地歌唱；唱耶诞颂歌 n.颂歌，赞美诗；欢乐之歌 vt.欢唱；歌颂 n.(Carol)人名；(英)卡罗尔，卡萝尔(女名)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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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3 caterer 1 ['keitərə] n.备办食物者；承办酒席的人；筹备人
264

chicken 1 n.鸡肉；小鸡；胆小鬼，懦夫 adj.鸡肉的；胆怯的；幼小的
285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286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287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288 classic 1 ['klæsik] adj.经典的；古典的，传统的；最优秀的 n.名著；经典著作；大艺术家
289 cliental 1 ['klaɪənt] n. 委托人；客户
290 clients 1 [klaɪnts] n. 委托方；客人 名词client的复数形式.
291 clinic 1 ['klinik] n.临床；诊所
292 clips 1 [klɪp] vt. 夹住 v. 剪短 v. 疾驰；猛击 n. 夹子；弹夹；回形针；钳 n. 修剪；(羊毛的)剪下量；(被剪下的)东西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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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4 collided 1 [kə'laɪdɪd] adj. 相撞的；冲突的 动词colli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95 collisions 1 [kə'lɪʒnz] 碰撞
296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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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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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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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00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301 competed 1 [kəm'piːt] v. 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302 competitive 1 [kəm'petitiv] adj.竞争的；比赛的；求胜心切的
303 complicated 1 ['kɔmplikeitid] adj.难懂的，复杂的
304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305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306 convincing 1 [kən'vinsiŋ] adj.令人信服的；有说服力的 v.使相信；使明白（convince的现在分词）
307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308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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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8

乐的

coup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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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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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 cream 1 [kri:m] n.奶油，乳脂；精华；面霜；乳酪
313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314 cre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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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5 crucible 1 ['kru:sibl] n.坩埚；严酷的考验
316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317 customs 1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318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319 deals 1 [diː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320 debris 1 ['deibri:] n.碎片，残骸 n.(Debris)人名；(法)德布里
321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322 decline 1 [di'klain] n.下降；衰退；斜面 vi.下降；衰落；谢绝 vt.谢绝；婉拒
323 defunct 1 [di'fʌŋkt] adj.死的；非现存的 n.死者
324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325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326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327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310

determining 1 [dɪ'tɜːmɪnɪŋ] adj. 决定的 动词determine的现在分词.
329 disruption 1 [dis'rʌpʃən] n.破坏，毁坏；分裂，瓦解
330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331 diverse 1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332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333 domestic 1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334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335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328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rama 1 ['drɑ:mə, dræmə] n.戏剧，戏剧艺术；剧本；戏剧性事件 n.(Drama)人名；(刚(金))德拉马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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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6

子)买卖(牲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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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9 eats 1 [i:ts] abbr.设备准确度测试站（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）
340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341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342 Ecuador 1 ['ekwədɔ:] n.厄瓜多尔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343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344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345 encore 1 [ɔŋ'kɔ:] n.再演唱的要求；经要求而再唱 vt.要求再演或唱 int.再来一个
346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347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348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349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350 eventualities 1 [ɪˌventʃu'æləti] n. 不测的事；可能发生的事
351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352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353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354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355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356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357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358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359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360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361 fester 1 ['festə] vi.溃烂；化脓 vt.使……溃烂；使……痛苦；使……恶化 n.溃烂；脓疮，脓疱
362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363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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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5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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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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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8 fixed 1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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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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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370

fortunate

1 ['fɔ:tʃənit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；吉祥的；带来幸运的

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372 freezers 1 ['friːzəz] n. 制冷机；冷冻箱 名词freezer的复数形式.
373 frozen 1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374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375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376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377 funded 1 [fʌnd] n. 基金 vt. 资助；转为（长期贷款）
378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379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380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381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382 girls 1 ['ɡɜːl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383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384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385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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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sh 1 [gɔʃ] int.天啊；唉；糟了；必定
387 GPS 1 abbr.全球定位系统（GlobalPositionSystem）；通用雷达（GeneralPurposeRadar）；炮长主瞄准镜（Gunner'sPrimarySight）
388 grapples 1 ['ɡræpl] v. 抓住；扭打；搏斗 n. 抓钩；扭打；搏斗
389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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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391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392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393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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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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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nging 1 ['hæŋiŋ] n.悬挂；绞刑；帘子，幔帐 adj.悬挂着的 v.悬挂（hang的ing形式）
39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397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395
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39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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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400 hire 1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401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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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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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rror 1 ['hɔrə] n.惊骇；惨状；极端厌恶；令人恐怖的事物
404 horrors 1 ['hɔrə] n.惊骇；惨状；极端厌恶；令人恐怖的事物
405 hub 1 [hʌb] n.中心；毂；木片 n.(Hub)人名；(捷)胡布
406 Hubble 1 n.哈勃(姓氏)(天文学)
407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408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403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hyping 1 [haɪp] n. 夸大的广告宣传；<俚>皮下注射液；吸毒成瘾的人 v. 大肆宣传；炒作；刺激
410 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411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409

ideal 1 [ai'diəl] adj.理想的；完美的；想象的；不切实际的 n.理想；典范
413 immigration 1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414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415 imports 1 [ɪm'pɔːts] n. 进口商品；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.
416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417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418 inquiries 1 英 [ɪn'kwaɪərɪ] 美 [ɪn'kwaɪrɪ] n. 调查；询问；打听；查问 =enquiry(英).
419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420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421 irrespective 1 [,iri'spektiv] adj.无关的；不考虑的；不顾的
422 items 1 ['aɪtəm] n. 项目；条款；一件商品（或物品）；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. 也
423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424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425 kingdom 1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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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7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428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429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430 lillehammer 1 n. 利勒哈默尔(在挪威；东经 10º30' 北纬 61º08')
431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412

(英)利文

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433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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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5 lying 1 adj.说谎的；躺着的，卧着的 n.说谎；横卧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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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7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432

因

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439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440 marketing 1 ['mɑ:kitiŋ] n.行销，销售 v.出售；在市场上进行交易；使…上市（market的ing形式）
441 Mary 1 ['mɛə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442 maximum 1 ['mæksiməm] n.[数]极大，最大限度；最大量 adj.最高的；最多的；最大极限的
443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444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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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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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447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448 mermaid 1 ['mə:meid] n.美人鱼（传说中的）；女子游泳健将
449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450 midsummer 1 ['mid,sʌmə] n.仲夏；盛夏；夏至 adj.仲夏的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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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2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453 missions 1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454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455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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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38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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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8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456
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460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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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62 negotiating 1 [nɪ'ɡəʊʃɪeɪtɪŋ] n. 谈判 动词negotiate的现在分词.
463 nights 1 [naits] n.夜；晚上（night的复数形式） adv.每晚；在夜间
464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465 nominate 1 ['nɔmineit, 'nɔminət, -neit] vt.推荐；提名；任命；指定
466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459
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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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8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469 Olympic 1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470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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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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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3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474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475 orbiting 1 ['ɔː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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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 originally 1 [ə'ridʒənəli] adv.最初，起初；本来
478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7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480 outside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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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1 owns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482 pallets 1 n. 货盘；简陋的小床；盾上纹章的垂直条纹；踏板（pallet的复数）
483 parliamentary 1 [,pɑ:lə'mentəri] adj.议会的；国会的；议会制度的
4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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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7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ss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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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6 pattern 1 ['pætən] n.模式；图案；样品 vt.模仿；以图案装饰 vi.形成图案
487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485

猜想；未定之事

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489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490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488

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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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2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493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494 poppin 1 n. 机械舞（街舞的一种）
495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96 preparations 1 [prepə'reɪʃnz] n. 准备，准备工作，配制剂（名词preparation的复数形式）
491

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498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499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500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501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502 proved 1 [p'ruːvd] v. 证明(证明是；检验；勘探；证明；试印)
503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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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4 punish 1 ['pʌniʃ] vt.惩罚；严厉对待；贪婪地吃喝 vi.惩罚
505 p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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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97

(泰、缅)布

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507 quantities 1 [k'wɒntɪtɪz] n. 数目，数量；工程量 名词quantity的复数形式.
508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509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510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511 reassured 1 英 [ˌriːə'ʃʊə(r)] 美 [ˌriːə'ʃʊr] v. 使…安心；再保证；重拾(信心等)
51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51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514 recommends 1 [ˌrekə'mend] vt. 推荐；建议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使可取
515 rejected 1 ['riː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516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517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518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519 resources 1 [rɪ'sɔː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520 restaurants 1 餐馆
521 retailer 1 ['ri:teilə] n.零售商；传播的人
522 retailers 1 ['riːteɪləz] 零售商
523 retrieving 1 [rɪ'triːv] vt. 恢复；挽回；取回 vi. 找回猎物 n. 恢复；取回；救出险球
524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525 rockets 1 英 ['rɒkɪt] 美 ['rɑːkɪt] n. 火箭；芝麻菜；紫花南芥 v. 猛涨；飞快地移动
526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5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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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

名；(英)拉什

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529 satellite 1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530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53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532 scheduled 1 英 ['ʃedjuːl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33 scholarships 1 奖学金
534 scrap 1 [skræp] n.碎片；残余物；打架；少量 vt.废弃；使解体；拆毁 adj.废弃的；零碎的 vi.吵架
535 script 1 [skript] n.脚本；手迹；书写用的字母 vt.把…改编为剧本 vi.写电影脚本
5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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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28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538 semester 1 [si'mestə] n.学期；半年
539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537

540

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sensible 1 adj.明智的;通情达理的;合乎情理的;意识到的，能感觉到的; n.可感觉到的东西;敏感的人;
542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543 shelves 1 [ʃelvz] n.架子（shelf的复数） v.装架（shel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44 shipped 1 [ʃɪpt] adj.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45 shop 1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546 shortages 1 ['ʃɔːtɪdʒɪz] 缺陷
547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548 shrek 1 n. 怪物史瑞克；也译作怪物史莱克
549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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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1 sing 1 vi.唱歌；歌颂；鸣叫；呼号 vt.唱；用诗赞颂；唱着使 n.演唱；鸣声；呼啸声 n.(Sing)人名；(老、德、泰)辛
552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553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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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41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556 sources 1 英 [sɔːs] 美 [sɔː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557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558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559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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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55
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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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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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3 stock 1 n.股份，股票；库存；血统；树干；家畜 adj.存货的，常备的；平凡的 vt.进货；备有；装把手于… vi.囤积；办货；出
561

新芽 n.(Stock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施托克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斯托克
564

1 英 [stɒk] 美 [stɑːk] n. 存货；储备；树干；股票；股份；家畜；血统；汤汁；声望 v. 采购；储存；供给；发新芽 adj.
惯用的；存货的

stocked

stocking 1 ['stɔkiŋ] n.长袜 n.(Stocking)人名；(英)斯托金
566 storage 1 ['stɔridʒ] n.存储；仓库；贮藏所
567 stores 1 [s'tɔː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568 storing 1 ['stɔ:riŋ] n.储存；保管 v.储存；供应（store的ing形式） adj.存储的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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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5
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571 stuck 1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572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573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574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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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6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577 teammate 1 ['ti:mmeit] n.队友，同队队员
578 telescope 1 ['teliskəup] vt.压缩；使套叠 vi.套叠；变短 n.望远镜；缩叠式旅行袋
579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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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70

therefore 1 ['ðεəfɔ:] adv.因此；所以
582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83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584 timetable 1 ['taim,teibl] n.时间表；时刻表；课程表
5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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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86 titles 1 ['taɪtl] n. 标题；称号；头衔；权利 v. 加标题于；授予…称号
587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588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589 tool 1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590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ˈ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581

(英)特沃德

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592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593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594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9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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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7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598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599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60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601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602 unchanged 1 [ʌn'tʃeɪndʒd] adj. 无变化的
603 unit 1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604 unwelcome 1 [ʌn'welkəm] adj. 不受欢迎的；讨厌的
605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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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7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608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609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610 voters 1 ['vəʊtəz] 选民
611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612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613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14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615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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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1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617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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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16
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620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21 wonderland 1 ['wʌndəlænd] n.奇境，仙境；非常奇妙的地方
622 Woods 1 [wudz] n.[林]树林；森林；木头（wood的复数） v.供以木材；用森林覆盖（woo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Woods)人名；
619

(英、葡)伍兹

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24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25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626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23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