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19-08-29 词频表
the 8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of 5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 and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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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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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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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

it

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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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

to

27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tha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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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9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0 mal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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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they 1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2 thi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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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unidentified 1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14 storm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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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7
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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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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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be 1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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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trail 9 vt.追踪；拖；蔓延；落后于 n.小径；痕迹；尾部；踪迹；一串，一系列 vi.飘出；蔓生；垂下；拖曳 n.(Trail)人名；(英)特
15

雷尔

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21 Dorian 8 ['dɔriən] adj.多里安人的 n.多里安人
22 if 8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3 we 8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24 what 8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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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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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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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

灭；驱逐

these 7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29 adventure 6 [əd'ventʃə, æd-] n.冒险；冒险精神；投机活动 vt.冒险；大胆说出 vi.冒险
30 clip 6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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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ould 6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32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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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hurricane 6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34 names 6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35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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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over 6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西、
31

土)奥韦尔

path 6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38 sea 6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39 tourism 6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40 u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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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video 6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42 after 5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43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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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46 Egypt 5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47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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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na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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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

(姓)；(英)内姆

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50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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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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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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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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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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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orms 5 英 [stɔːm] 美 [stɔː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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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7 where 5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58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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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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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Atlantic 4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63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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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

的）食品罐头

end 4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66 inaudible 4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67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68 ju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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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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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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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lived 4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71 long 4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望
69

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Maria 4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73 Mountains 4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74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75 Puerto 4 n.垭口，港口，山口 n.(Puerto)人名；(西)普埃尔托
76 pumice 4 ['pʌmis] vt.用轻石磨；用浮石去污；磨光 n.浮石；轻石
77 Rico 4 ['rikəu] abbr.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（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） n.(Rico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
72

意、葡)里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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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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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 throu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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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82 when 4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78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84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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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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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edouin 3 ['beduin] n.贝多因人（一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）；流浪者 adj.贝都因人的；流浪的
87 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88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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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0 category 3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91 days 3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92 fire 3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86

枪；激动；烧火

floating 3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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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93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96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97 named 3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98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99 pH 3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100 red 3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101 size 3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102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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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5

>稍微

started 3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04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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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oge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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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6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107 type 3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108 us 3 pron.我们
109 waves 3 [weivz] n.[物][军]波（wave的复数形式） v.波动；起伏（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挥动
110 weekend 3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111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112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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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
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g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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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alphabet 2 n.字母表，字母系统；入门，初步 n.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，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，旨在使其当下主
113

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。

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116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117 August 2 ['ɔː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115

古斯特

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19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20 ben 2 [ben] n.本（男子名）；（苏格兰）内室
121 confusion 2 [kən'fju:ʒən] n.混淆，混乱；困惑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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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8

乐的

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124 created 2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125 creates 2 [kri'ː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126 cultures 2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127 damage 2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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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29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30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31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32 fact 2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133 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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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3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lorida 2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136 forecaster 2 ['fɔ:kɑ:stə] n.预报员 n.(Forecaster)人名；(英)福卡斯特
137 furth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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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8 future 2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139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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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5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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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43 happens 2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144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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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 hi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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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46 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147 ice 2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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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8 Iceland 2 ['aislənd] n.冰岛（欧洲岛名，在大西洋北部，近北极圈）
149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150 Islands 2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151 joining 2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152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53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154 last 2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1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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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156 Marsa 2 n.(Marsa)人名；(西、捷)马尔萨
157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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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 monument 2 ['mɔnjumənt] n.纪念碑；历史遗迹；不朽的作品 vt.为…树碑
155

16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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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aming 2 ['neɪmɪŋ] n. 命名 动词name的现在分词形式.
162 nature 2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163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164 OK 2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165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66 pacific 2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167 part 2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161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ular 2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169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170 proces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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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68

的

purpose 2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172 raft 2 [rɑ:ft, ræft] n.筏；救生艇；（美）大量 vt.筏运；制成筏 vi.乘筏 n.(Raft)人名；(匈、瑞典)拉夫特
173 reef 2 [ri:f] n.暗礁；[地质]矿脉；收帆 vt.收帆；缩帆 vi.缩帆；收帆
174 retired 2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175 rock 2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176 rocks 2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171
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17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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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179 seeing 2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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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182 site 2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183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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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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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southeast 2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186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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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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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189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190 trails 2 [treɪl] n. 踪迹；小径；尾；一系列 vi. 拖；落后于 vt. 追踪；拖拽；尾随
191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192 traveling 2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193 trip 2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194 tropical 2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195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196 use 2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197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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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wal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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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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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

2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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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韦尔

well

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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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205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206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207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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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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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 allergy 1 ['ælədʒi] n.过敏症；反感；厌恶
211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21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13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14 alternating 1 ['ɔ:ltə,neitiŋ] adj.交替的；交互的 v.使交替；依次（alternate的ing形式）
215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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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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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219 Andes 1 ['ændi:z] n.安第斯山脉
220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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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2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223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224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25 aspect 1 ['æspekt] n.方面；方向；形势；外貌
226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227 Australian 1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228 authentic 1 [ɔ:'θentik] adj.真正的，真实的；可信的
229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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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1 baker 1 ['beikə] n.面包师；面包工人；（便携式）烘炉
232 barrel 1 ['bærəl] vt.把……装入桶内 n.桶；枪管，炮管 vi.快速移动 n.(Barrel)人名；(法、意)巴雷尔
233 barrier 1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234 basin 1 ['beisən] n.水池；流域；盆地；盆 n.(Basin)人名；(俄)巴辛；(法)巴赞
235 basketball 1 ['bɑ:skitbɔ:l, 'bæs-] n.篮球；篮球运动
236 beauty 1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237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238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239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240 beneath 1 [bi'ni:θ] prep.在…之下 adv.在下方
241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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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

特
243

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last 1 ['baiəu,blæst] n.爆炸；冲击波；一阵 vi.猛攻 vt.爆炸；损害；使枯萎 n.(Blast)人名；(德)布拉斯特
245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246 borough 1 ['bʌrə, 'bə:rəu] n.区；自治的市镇 n.(Borough)人名；(英)伯勒
247 bo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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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44

匈)博特

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249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250 bureau 1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25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252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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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4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255 caused 1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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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48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58 charlie 1 ['tʃɑ:li] n.查理（男子名）
259 chest 1 [tʃest] n.胸，胸部；衣柜；箱子；金库
260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261 civilizations 1 [sɪvɪlaɪ'zeɪʃnz] n. 文明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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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7

梅

comfort 1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264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265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266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267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68 corral 1 [kɔ:'rɑ:l] n.畜栏；环形车阵 vt.把…关进畜栏；捕捉；把…布成车阵 n.(Corral)人名；(法、西、葡)科拉尔
269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270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271 creation 1 [kri:'eiʃən] n.创造，创作；创作物，产物
272 crosses 1 英 [krɒs] 美 [krɔːs] v. 穿过；交叉；杂交；反对；勾掉；碰见；阻挠 n. 十字架；十字形；杂交动植物；苦难 adj. 交叉
263

的；相反的；生气的；杂交的

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274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75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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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73

土)达伊

daybreak 1 ['deibreik] n.黎明；破晓
278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279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280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281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282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283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284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285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277

28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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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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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

dock 1 n.码头；船坞；被告席；尾巴的骨肉部分 vt.使靠码头；剪短 vi.入船坞 n.（Dock）程序坞 n.（Dock）人名；(老)多；
(英、法、瑞典)多克

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289 Dominican 1 [də'minikən] adj.多明尼加共和国的 n.多明尼加共和国的居民
290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291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292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293 egyptians 1 [iː'dʒɪpʃən] n. 埃及人；古埃及语 名词Egyptian的复数形式.
294 electrical 1 [i'lektrikəl] adj.有关电的；电气科学的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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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6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297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298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299 eruption 1 [i'rʌpʃən] n.爆发，喷发；火山灰；出疹
300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301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302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303 exotic 1 [,ig'zɔtik] adj.异国的；外来的；异国情调的
304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305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306 explorer 1 n.探险家；勘探者；探测器；[医]探针
307 familiar 1 [fə'miljə] adj.熟悉的；常见的；亲近的 n.常客；密友 n.(Familiar)人名；(西)法米利亚尔
308 fascinating 1 ['fæsineitiŋ] adj.迷人的；吸引人的；使人神魂颠倒的 v.使…着迷；使…陶醉（fascinate的ing形式）
309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288
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311 features 1 ['fiː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312 fellow 1 ['feləu] n.家伙；朋友；同事；会员 adj.同伴的，同事的；同道的 vt.使…与另一个对等；使…与另一个匹敌 n.(Fellow)人
310

名；(英)费洛

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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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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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 flames 1 [fleɪmz] n. 火焰 名词flame的复数形式.
317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318 foam 1 [fəum] n.泡沫；水沫；灭火泡沫 vi.起泡沫；吐白沫；起着泡沫流动 vt.使起泡沫；使成泡沫状物
319 forget 1 [fə'gɛt] vt.忘记；忽略 vi.忘记 n.(Forget)人名；(法)福尔热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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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13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322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323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321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325 generate 1 vt.使形成；发生；生殖；产生物理反应
326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324

girlfriends 1 女朋友
328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329 glaciers 1 [ɡ'læsiəz] 冰川
330 glass 1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331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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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3 Greek 1 [gri:k] n.希腊语；希腊人 adj.希腊的；希腊人的，希腊语的
334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335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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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7 handled 1 adj.有把手的；有把柄的 v.使用；负责；触摸；指挥（handle的过去分词）
338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339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340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41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34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343 headed 1 ['hedid] adj.有头的；有标题的 v.率领（head的过去分词）；朝向；走在…的前头
344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345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327

普

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347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348 hikers 1 n. 背包客；徙步旅行者（hiker的复数）
349 hikes 1 [haɪk] n. 徒步旅行；远足；涨价 vi. 远足；提高
350 hiking 1 ['haikiŋ] n.徒步旅行
351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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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46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mestead 1 ['həumsted] n.宅地；家园；田产
354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355 hostile 1 ['hɔstail, -təl] adj.敌对的，敌方的；怀敌意的 n.敌对
356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357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358 hunting 1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359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360 II 1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361 immersion 1 [i'mə:ʃən] n.沉浸；陷入；专心
362 inappropriate 1 [,inə'prəupriət] adj.不适当的；不相称的
363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364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365 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366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367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368 inland 1 ['inlənd, -lænd] n.内地；内陆 adj.内陆的；内地的；国内的 adv.在内地；向内地；向内陆；在内陆
369 innumerable 1 [i'nuj:mərəbl] adj.无数的，数不清的
370 instrumental 1 [,instru'mentəl, ,instrə-] adj.乐器的；有帮助的；仪器的，器械的 n.器乐曲；工具字，工具格
353

interaction 1 [,intər'ækʃən] n.相互作用；[数]交互作用 n.互动
372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373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374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375 Jebel 1 ['dʒebəl] n.（阿）高山；山（时常作阿拉伯地方名字用）
376 katrina 1 [kə'tri:nə] n.卡特里娜（女子名）
377 Kea 1 ['keiə, 'ki:ə] n.食肉鹦鹉（产于新西兰） n.(Kea)人名；(英)基亚；(柬)吉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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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71
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380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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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2 knocked 1 英 [nɒk] 美 [nɑːk] v. 敲击；互撞；攻击 n. 敲；敲门；敲打
383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379

拉博

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385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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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7 lining 1 ['lainiŋ] n.衬里；内层；衬套
388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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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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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1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392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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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4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mainland 1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395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396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397 Manhattan 1 [mæn'hætən; mən-] n.曼哈顿岛（美国的一个区）
398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99 marbles 1 英 ['mɑːbl] 美 ['mɑːrbl] n. 大理石；弹子，弹珠 vt. 使有大理石的花纹
400 Martinique 1 [,mɑ:ti'ni:k] n.马提尼克（拉丁美洲向风群岛中部法属岛屿，首府法兰西堡）
401 Mauna 1 毛纳（人名）
402 meteorological 1 [,mi:tiərə'lɔdʒikəl] adj.气象的；气象学的
403 meteorologist 1 [,mi:tiə'rɔlədʒist] n.气象学者
404 micro 1 adj.极小的；基本的；微小的 n.<口>微型计算机；微处理器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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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6 mile 1 [mail] n.英里；一英里赛跑；较大的距离 n.(Mile)人名；(塞、匈、法)米莱
407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408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409 miss 1 [mɪs] n.女士，小姐，年轻未婚女子 vt.错过，想念，缺（勤）
410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411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412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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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4

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415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416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417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418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41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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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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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4
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northward 1 ['nɔ:θwəd] adj.向北的 n.北方 adv.向北
423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424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25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426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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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8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429 operational 1 [,ɔpə'reiʃənəl] adj.操作的；运作的
430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431 Orleans 1 [ɔ:'liənz] n.奥尔良（法国城市）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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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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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4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435 panic 1 ['pænik] n.恐慌，惊慌；大恐慌 adj.恐慌的；没有理由的 vt.使恐慌 vi.十分惊慌 n.(Panic)人名；(罗)帕尼克
436 paraments 1 ['pærəmənt] n. (基督教会中的) 装饰帘帷；礼罩；祭台布
437 passes 1 ['paːsɪz] n. 途径；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.
438 peaks 1 [piːks] n. 峰巅；山尖；最高点 名词peak的复数形式.
439 pebbled 1 ['pebl] n. 鹅卵石 n. 水晶；水晶透镜 v. 用卵石铺；用卵石投掷；使有卵石纹
440 peninsula 1 [pi'ninsjulə] n.半岛
441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442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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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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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22

猜想；未定之事

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445 personality 1 [,pə:sə'næləti] n.个性；品格；名人
446 Peruvian 1 [pə'ru:vjən] adj.秘鲁人的；秘鲁的 n.秘鲁人
447 pharaohs 1 n. 法老（Pharaoh的复数）
448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449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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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51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452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453 porous 1 ['pɔ:rəs, 'pəu-] adj.多孔渗水的；能渗透的；有气孔的
454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455 prepping 1 ['prepɪŋ] [美口]运动前的练习
456 projected 1 [prə'dʒektɪd] adj. 规划中的；突出的；投影的 动词proj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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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4

4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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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泰、缅)布

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460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459

于；来回走动

reaches 1 [riː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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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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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6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46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466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467 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468 recycle 1 [,ri:'saikl] vt.使再循环；使…重新利用 vi.重复利用 n.再生；再循环；重复利用
469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470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471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472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473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474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463

辛；(英)赖辛
1 [rəul] vt.卷；滚动，转动；辗 vi.卷；滚动；转动；起伏，摇晃 n.卷，卷形物；名单；摇晃 n.(Ro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
俄、罗、葡、捷、挪、西、瑞典)罗尔

475

roll

476

rolls

1 [rəulz] n.滚动（roll的复数）；面包卷；捆；卷轴；辊碎机 v.滚动；行驶；盘旋；辗；使左右摇晃；运转（roll的三单形
式）

Romans 1 ['rəumənz] n.《罗马书》（《圣经·新约》中的一卷）
478 roofs 1 屋顶
479 route 1 [ru:t, raut] vt.按某路线发送 n.路线；航线；通道
480 routes 1 ['ruːts] n. 航线；路线 名词route的复数形式.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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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

名；(英)拉什
48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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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拉伯)赛义德

sailing 1 ['seiliŋ] n.航行，航海；启航；航海术 adj.航行的 v.航行，起航（sai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484 sailors 1 ['seɪləz] 海员
485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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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83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87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488 seas 1 [siː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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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86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gment 1 ['segmənt, seg'ment, 'segment] vi.分割 n.段；部分 vt.分割
491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492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490
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serves 1 英 [sɜːv] 美 [sɜːr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494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95 shelters 1 英 ['ʃeltə(r)] 美 ['ʃeltər] n. 避难所；庇护；庇护所 v. 保护；隐匿；庇护
493

shocks 1 [ʃɒks] n. 柴禾堆；避震系统 名词shock的复数形式.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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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96

肖

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499 silver 1 ['silvə] n.银；银器；银币；银质奖章；餐具；银灰色 adj.银的；含银的；有银色光泽的；口才流利的；第二十五周年的
498

婚姻 vi.变成银色 vt.镀银；使有银色光泽 n.(Silver)人名；(法)西尔韦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西尔弗

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501 Sinai 1 ['sainai; 'saini,ai] n.西奈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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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3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504 smashed 1 [smæʃt] adj.破碎的；喝醉酒的 v.粉碎（sma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05 spacecraft 1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506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507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508 speeds 1 [spiːd] n. 速度；迅速 v. 加速；急行
509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510 spinning 1 ['spiniŋ] n.纺纱 adj.纺织的 v.旋转，纺织（spin的现在分词）
511 spots 1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512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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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4 stone 1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500

(英)斯通

stony 1 ['stəuni] adj.无情的；多石的；石头的
516 story 1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517 strengthen 1 ['streŋθən, 'streŋkθən] vt.加强；巩固 vi.变强；变坚挺
518 stretches 1 [stretʃ] v. 伸展；延伸；张开；夸大 n. 伸展；张开；弹性；一段时间；<俚>刑期 adj. 可伸缩的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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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0 stun 1 [stʌn] vt.使震惊；打昏；给以深刻的印象 n.昏迷；打昏；惊倒；令人惊叹的事物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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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2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515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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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24 tarps 1 联合突击雷达系统
525 tends 1 [tend] v. 趋向；易于；朝向 v. 照料；照管
526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27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2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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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0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31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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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3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35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536 towards 1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537 tr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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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3

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39 trend 1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540 tribes 1 特里韦斯
54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42 truly 1 ['tru:li] adv.真实地，不假；真诚地 n.(Truly)人名；(英)特鲁利
5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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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4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545 underwater 1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546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47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548 virgin 1 ['və:dʒin] adj.处女的；纯洁的；未经利用的，处于原始状态的 n.处女
549 volcanic 1 [vɔl'kænik] adj.火山的；猛烈的；易突然发作的 n.火山岩
550 volcano 1 [vɔl'keinəu] n.火山
551 volcanoes 1 英 [vɒl'keɪnəʊ] 美 [vɑːl'keɪnoʊ] n. 火山
552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553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554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555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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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8
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weathering 1 ['weðəriŋ] n.[地质]风化作用；[水利]泻水斜度；挡风雨材料 v.风干；使退色；经受住（weather的ing形式）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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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57
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560 wives 1 ['fiʃ,waivz, waivz] n.妻子（wife的复数）
5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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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6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63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564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565 zone 1 [zəun] n.地带；地区；联防 vi.分成区 vt.使分成地带；环绕 n.(Zone)人名；(塞)佐内
5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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