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19-09-03 词汇表
Abaco 2 n.(Abaco)人名；(瑞典)阿巴科
2 abandonment 1 [ə'bændənmənt] n.抛弃；放纵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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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5 across 4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6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7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8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9 adjectives 1 ['ædʒɪktɪvz] 形容词
10 adoption 1 [ə'dɔpʃən] n.采用；收养；接受
11 affectionate 1 adj.深情的； adj.充满爱的；
12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3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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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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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allison 1 ['ælisən] n.艾利森（女子名）
1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8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9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20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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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amy 2 ['eimi] n.艾米（女子名）
2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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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and 4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6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27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28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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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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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apparently 1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31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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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3 a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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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ashore 1 [ə'ʃɔ:] adv.在岸上；向岸 adj.在岸上的；在陆上的
35 at 7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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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37 atrocities 1 英 [ə'trɒsəti] 美 [ə'trɑːsəti] n. 暴行；残暴
38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36
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backs 1 n.后背，脊背；后卫（back的复数形式） v.后退（back的三单形式） n.(Backs)人名；(德)巴克斯
40 backyard 1 ['bæk'jɑ:d] n.后院；后庭
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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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43 bahama 1 n. 巴哈马
44 Bahamas 9 [bə'hɑ:məz] n.巴哈马群岛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45 Bahamian 1 [bə'hɑ:miən] adj.巴哈马的 n.巴哈马人
46 barrels 1 ['bærəl] n. 桶；枪管；一桶的量；炮管；大量；笔管；汽油桶 vi. 快速移动 vt. 把 ... 装桶
47 battering 1 ['bætəriŋ] v.混合；打碎（batter的现在分词） n.重创；连续打击
48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49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50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51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52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53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54 beg 1 [beg] vt.乞讨；恳求；回避正题 vi.乞讨；请求 n.(Beg)人名；(德、塞、巴基)贝格
55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56 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7 behind 2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58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59 birthed 1 英 [bɜːθ] 美 [bɜːrθ] n. 分娩；出生；诞生；血统 v. 分娩；产生 adj. 有血亲关系的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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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1 blinding 1 ['blaindiŋ] n.碎石子 adj.使人眩目的；使人失去判断力的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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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 bones 1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64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5 bounds 1 [baundz] n.界限；跳动（bound的复数） v.跳跃；弹回；限定；邻接（bound的三单形式） n.(Bounds)人名；(英)邦兹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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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68 brush 1 n.刷子；画笔；毛笔；争吵；与某人有效冲突；灌木丛地带；矮树丛；狐狸尾巴 vt.刷；画； vi.刷；擦过；掠过；（经
41

过时）轻触

bugs 1 [bʌgz] adj.发疯的，疯狂的 n.(Bugs)人名；(德)布格斯
70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71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72 built 2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73 bunny 1 ['bʌni] n.兔子（特别是小兔子）；可爱女郎 n.(Bunny)人名；(英)邦尼；(柬)本尼
74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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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by 3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76 can 5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69

的）食品罐头

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78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9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80 catastrophic 2 adj.灾难的；悲惨的；灾难性的，毁灭性的
81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82 categories 1 ['kætɪɡərɪz] n. 类别；种类；范畴 名词category的复数形式.
83 category 7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84 ce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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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77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86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87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88 characteristics 1 [ˌkærɪktə'rɪstɪk] n. 特性；特征；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.
89 cheap 1 [tʃi:p] adj.便宜的；小气的；不值钱的 adv.便宜地
90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85
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classification 1 [/,klæsifi'keiʃən/] n.分类；类别，等级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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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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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nn 10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94 coast 2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95 come 3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93
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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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97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98 contributions 1 [kɒntrɪb'juːʃnz] 贡献
99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00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01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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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

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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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105 creating 1 [kri'ː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106 crucial 1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107 cuter 1 adj.可爱的；聪明的（cute的比较级）
108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109 dangerous 3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110 d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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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03

土)达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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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113 debris 1 ['deibri:] n.碎片，残骸 n.(Debris)人名；(法)德布里
114 debt 1 [det] n.债务；借款；罪过
115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116 dental 1 ['dentəl] adj.牙科的；牙齿的，牙的 n.齿音
117 depressions 1 [dɪp'reʃnz] 坳陷
118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119 destruction 2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120 destructive 1 [di'strʌktiv] adj.破坏的；毁灭性的；有害的，消极的
121 devastation 1 [,devə'steiʃən] n.毁坏，荒废
122 devoted 1 [di'vəutid] adj.献身的；忠诚的 v.献身于…；致力于…（devote的过去分词）
123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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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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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gs 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126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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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 d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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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nkey 14 ['dɔŋki] n.驴子；傻瓜；顽固的人
130 donkeys 13 英 ['dɒŋki] 美 ['dɔːŋki] n. 驴；愚蠢的人
131 Dorian 12 ['dɔriən] adj.多里安人的 n.多里安人
132 dramatically 1 adv.戏剧地；引人注目地 adv.显著地，剧烈地
133 Dreams 1 [driː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134 drenching 1 ['drentʃiŋ] n.湿透
135 dumping 1 ['dʌmpiŋ] n.倾销；倾泻 v.倾倒（dump的ing形式）
136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37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138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125
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140 end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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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142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43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144 erika 1 ['εrikə] n.埃里卡（女名）
145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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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every 5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48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49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150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51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152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153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154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155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156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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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139

触摸

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160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159
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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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 field 3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161
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filth 1 [filθ] n.污秽；肮脏；猥亵；不洁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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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fi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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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6 finish 1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163

167

3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rst

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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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 flood 1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168

德

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171 Florida 3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172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173 football 1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174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75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176 forecast 1 ['fɔ:kɑ:st] vt.预报，预测；预示 n.预测，预报；预想 vi.进行预报，作预测
177 forecaster 1 ['fɔ:kɑ:stə] n.预报员 n.(Forecaster)人名；(英)福卡斯特
178 forecasting 1 ['fɔːkɑːstɪŋ] 预测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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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0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181 Freeport 1 ['fri:,pɔ:t] n.弗里波特（美国一城市名）
182 frequently 1 ['fri:kwəntli] adv.频繁地，经常地；时常，屡次
183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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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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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0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fury 1 ['fjuəri] n.狂怒；暴怒；激怒者
187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188 game 3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189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90 gets 2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191 girl 1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192 go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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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86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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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 goosey 1 ['gu:si] adj.愚蠢的 n.呆子；鹅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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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6 grand 1 [grænd] adj.宏伟的；豪华的；极重要的 n.大钢琴；一千美元 n.(Grand)人名；(法)格朗；(英、瑞典)格兰德
197 gratitude 1 n.感谢（的心情）；感激
198 gusts 1 [ɡʌst] n. 突然一阵 n. 风味 vi. 猛吹
199 guy 2 [gai] n.男人，家伙 vt.嘲弄，取笑 vi.逃跑 n.(Guy)人名；(西)吉；(法)居伊；(英)盖伊
200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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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02 happiness 1 ['hæpinis] n.幸福
203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204 hard 2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193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206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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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haunting 1 ['hɔ:ntiŋ] adj.不易忘怀的，萦绕于心头的；给人以强烈感受的 v.常去；缠住某人；萦绕在…心中（haunt的ing形式）
205

hav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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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 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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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 heav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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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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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

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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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13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14 hero 2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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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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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7 his 6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18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219 h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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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212
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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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

home

2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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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oof 1 [hu:f] vi.步行；踢；跳舞 vt.用蹄踢；步行 n.蹄；人的脚
224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225 horrifying 1 ['hɔrifaiiŋ] adj.令人恐惧的；使人惊骇的 v.令人恐惧；使人毛骨悚然（horrify的ing形式）
226 hour 5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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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3

名；(英)豪斯

Houston 1 ['hju:stən] n.休斯顿（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）
229 hubert 1 ['hju:bət] n.休伯特（男子名）
230 hurricane 17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231 hurricanes 2 ['hʌrikənz] n. 飓风（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）
232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33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234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235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236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237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38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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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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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audible 1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40 inches 2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241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242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243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244 intensified 1 [ɪn'tensɪfaɪ] vt. 增强；强化；加剧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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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47 isabelle 1 n. 伊莎贝尔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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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9

Islands 2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250 i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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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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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2 izzy 1 ['ɪzɪ] n. 伊兹
253 jennet 2 ['dʒenit] n.[畜牧]西班牙种小马；母驴 n.(Jennet)人名；(英)詹妮特(女子教名Janet和Jean的昵称)；(法)热内
254 jenny 1 n.詹妮(女子名)[Jennifer的昵称]
255 jerseys 1 英 ['dʒɜːzi] 美 ['dʒɜːrzi] n. 毛线衫；毛织运动衫 Jersey: 泽西岛； 泽西乳牛.
256 job 2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251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257

7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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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ust

katrina 1 [kə'tri:nə] n.卡特里娜（女子名）
259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260 knocked 1 英 [nɒk] 美 [nɑːk] v. 敲击；互撞；攻击 n. 敲；敲门；敲打
261 know 4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62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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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4 landfall 3 ['lændfɔ:l] n.着陆；[水运]初见陆地；到达陆地
265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266 la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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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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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eaving 2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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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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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 letting 1 ['letiŋ] n.出租；租金 v.让，允许（let的现在分词）
271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272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267
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like
274 line
27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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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275

lip

1 [lip] n.嘴唇；边缘 vt.以嘴唇碰 adj.口头上的 vi.用嘴唇 n.(Lip)人名；(法)利普；(中)猎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东南亚国家
华语)立

literally 2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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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8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279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280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276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28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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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(英)卢克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283 loose 1 [lu:s] adj.宽松的；散漫的；不牢固的；不精确的 vt.释放；开船；放枪 vi.变松；开火 adv.松散地 n.放纵；放任；发射 n.
282

(Loose)人名；(捷、瑞典)洛塞；(英)卢斯；(德)洛泽
284

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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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

Louisiana

1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love 2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287 loyal 1 ['lɔiəl] adj.忠诚的，忠心的；忠贞的 n.效忠的臣民；忠实信徒 n.(Loya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匈、法)洛亚尔
288 mainland 1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289 ma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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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291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292 ma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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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3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94 mare 1 [mεə] n.母马；母驴；月球表面阴暗部 n.(Mare)人名；(意、芬、罗、波、塞)马蕾(女名)，马雷；(俄)玛勒；(英)梅尔
295 mark 2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296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297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298 meander 1 [mi'ændə] n.漫步；曲流（常用复数） vt.漫步；蜿蜒缓慢流动 vi.漫步；漫谈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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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300 meteorologist 2 [,mi:tiə'rɔlədʒist] n.气象学者
301 meyers 2 n. 迈耶斯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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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3 Miles 5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304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305 minnis 1 n. 明尼斯
306 misunderstood 1 [,misʌndə'stud] adj.被误解的 v.误解，误会（misunderstand的过去式）
307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308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309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310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311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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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90

以)莫雷
312

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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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314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315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316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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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7 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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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8 Myers 1 n.迈尔斯（姓氏）
319 mystery 1 [英 [ˈmɪstri] 美 [ˈmɪstəri]] n.秘密，谜；神秘，神秘的事物；推理小说，推理剧；常作mysteries秘技，秘诀
320 na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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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3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m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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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2 nanny 1 ['næni] n.保姆；母山羊
323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324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25 neglect 1 [ni'glekt] vt.疏忽，忽视；忽略 n.疏忽，忽视；怠慢
326 neighborhoods 1 ['neɪbɔːhʊdz] 生活社区
327 neighbors 1 ['neɪbɔː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3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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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9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30 night 3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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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2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333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334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335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36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337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38 of 3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39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40 Oklahoma 2 [,əuklə'həumə] n.美国俄克拉荷马州
341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42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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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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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4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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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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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6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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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7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4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49 out 4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343

灭；驱逐
3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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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overindulgent 1 英 [ˌəʊvərɪn'dʌldʒ] 美 [ˌoʊvərɪn'dʌldʒ] v. 溺爱；放纵
352 overnight 1 [,əuvə'nait, 'əuvənait] adv.通宵；突然；昨晚 adj.晚上的；通宵的；前夜的 n.头天晚上；一夜的逗留 vt.连夜快递 vi.过一
351

夜

Owen 5 ['əuin] n.欧文（男子名）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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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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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3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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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8 pasture 1 ['pɑ:stʃə, 'pæs-] n.草地；牧场；牧草 vt.放牧；吃草 n.(Pasture)人名；(英)帕斯彻；(法)帕斯蒂尔
359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360 Patrick 2 ['pætrik] n.帕特里克（男子名）
361 peaceful 3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362 pen 2 [pen] n.钢笔；作家；围栏 vt.写；关入栏中 n.(Pen)人名；(法)庞；(俄、塞、英、意)佩恩；(柬)宾
363 pennant 1 ['penənt] n.细长三角旗；奖旗；信号旗 n.(Pennant)人名；(英)彭南特
364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65 per 5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366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367 personality 1 [,pə:sə'næləti] n.个性；品格；名人
368 pH 5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369 physically 2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356

picker 1 ['pikə] n.采摘者；采摘机；啄者；挖掘者 n.(Pick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皮克尔
371 pile 1 [pail] n.堆；大量；建筑群 vt.累积；打桩于 vi.挤；堆积；积累 n.(Pile)人名；(西)皮莱；(英)派尔
372 pinocchio 1 [pi'nəukiəuu] n.童话中的主角 n.(Pinocchio)人名；(意)皮诺基奥
373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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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0

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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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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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 playful 1 ['pleiful] adj.开玩笑的；幽默的；爱嬉戏的
377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378 please 1 [pli:z] vt.使喜欢；使高兴，使满意 vi.讨人喜欢；令人高兴 int.请（礼貌用语）
379 plight 1 [plait] n.困境；境况；誓约 vt.保证；约定
380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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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2 power 2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374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ray 2 [prei] vt.祈祷；恳求；央求 vi.祈祷；请；恳求 n.(Pray)人名；(匈)普劳伊；(英)普雷
384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385 prett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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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6 pr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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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83
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probably 3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388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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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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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7

程式

project 2 [英 [prəˈ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392 properly 1 ['prɔpəli] adv.适当地；正确地；恰当地
393 protective 2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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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5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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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91

(泰、缅)布

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398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399 racked 1 [ræk] n.[机]齿条；行李架；拷问台 vi.变形；随风飘；小步跑 vt.折磨；榨取 n.(Rack)人名；(法、德、意、匈)拉克
400 rai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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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1 rains 1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402 rapidly 1 ['ræpid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；立即
403 re 18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04 record 3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397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406 remnants 1 ['remnənts] 余料
407 replica 1 ['replikə] n.复制品，复制物
408 rescue 3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409 rescued 1 ['reskjuː]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410 rescuing 1 ['reskjuː]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405

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412 returns 1 [rɪ'tɜːnz] n. 报告；统计表；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.
413 right 2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411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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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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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4

名；(英)拉什

saddened 1 ['sædn] v. (使)黯淡；(使)悲伤
418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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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7

拉伯)赛义德

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420 saving 3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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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19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23 sca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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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22
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scenes 1 ['siːnz] n. 场景；背景，景色（名词scene的复数形式）
425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426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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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24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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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9 see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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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30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31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432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433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434 servi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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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5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436 settle 1 ['setl] vi.解决；定居；沉淀；下陷 vt.解决；安排；使…定居 n.有背长椅 n.(Settle)人名；(英)塞特尔
437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38 shapes 1 [ʃeɪp] n. 形状；形式；身材；定形 vt. 塑造；定形；使 ... 成形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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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28

肖

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441 shredding 1 v.撕裂（shred的ing形式）
442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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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4 single 2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445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446 sizes 1 ['saɪzɪz] n. 大小
447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448 smart 1 [smɑːt] adj.聪明的；巧妙的；敏捷的；厉害的；潇洒的；剧烈的；时髦的 n.(Smart)人名；(法)斯马尔；(英、德)斯马特
449 s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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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0 soaking 1 ['səukiŋ] n.浸湿，浸透 adj.湿透的，极湿的 adv.湿透地
451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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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0

>稍微

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453 something 1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454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455 somewhat 1 ['sʌmhwɔt, -hwət] n.几分；某物 adv.有点；多少；几分；稍微
456 sooner 1 ['su:nə] n.（美）抢先占有土地者（在政府开放西部前）
457 sooners 1 n. 捷足先登者（sooner的复数）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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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9 speeds 2 [spiːd] n. 速度；迅速 v. 加速；急行
460 spends 1 [s'pendz] n. 开支，花费（spend的复数形式） v. 花费（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461 spiking 1 [spaɪkɪŋ] 尖峰形成
462 spots 1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463 stalled 1 [stɔːld] adj. 被困住的 动词sta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64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65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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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6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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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7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468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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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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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9

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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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英 [stɔːm] 美 [stɔː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471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470
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striking 1 ['straikiŋ] adj.显著的，突出的，惊人的；打击的；罢工的 v.打（strike的ing形式）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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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4 strongest 2 英 [strɒŋɡɪst] 美 [strɔːŋɡɪst] adj.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.
475 stubborn 1 ['stʌbən] adj.顽固的；顽强的；难处理的
476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477 stupid 2 ['stju:pid, 'stu:-] adj.愚蠢的；麻木的；乏味的 n.傻瓜，笨蛋
478 submerged 1 [səb'mə:dʒd] adj.水下的，在水中的 v.潜入水中（submerg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陷入
479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480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481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482 surge 2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483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484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485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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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7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488 teeth 1 [ti:θ] n.牙齿
489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490 texas 2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491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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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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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that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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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3 the 8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492

their 5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495 theirs 1 [ðεəz] pron.他们的；她们的；它们的
496 them 6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497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498 therapy 1 ['θerəpi] n.治疗，疗法
499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50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01 they 1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0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03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04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505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506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507 thi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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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8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09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510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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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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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4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513

to

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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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15 took 3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16 tooth 1 [tu:θ] n.牙齿 vt.给……装齿 vi.啮合 n.(Tooth)人名；(英)图思
517 touched 1 adj.受感动的；神经兮兮的 v.触摸（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18 towns 1 n. 汤斯
519 tra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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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0 trainers 1 [t'reɪnəz] n. 教练员； 练习器； <英>运动鞋 名词trainer的复数形式
521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522 traits 1 [t'reɪts] n. 特征；特点（名词trait的复数形式）
523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24 treated 1 [triː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525 trimming 1 ['trimiŋ] n.整理；装饰品；配料；修剪下来的东西
526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27 tropical 5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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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9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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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turned 2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531 unconscious 1 [,ʌn'kɔnʃəs] adj.无意识的；失去知觉的；不省人事的；未发觉的
532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533 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34 unique 1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535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36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530

unleashing 1 [ʌn'liːʃ] v. 解开 ... 的皮带；解除 ... 的束缚；释放
538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539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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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0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41 us 2 pron.我们
542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543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544 utter 1 ['ʌtə] vt.发出，表达；发射 adj.完全的；彻底的；无条件的 n.(Utter)人名；(德、芬)乌特
545 valley 2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546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547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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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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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0 viewed 1 [vjuːd] adj. 检查过的 动词vie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51 vision 1 n.视力；美景；眼力；幻象；想象力；幻视（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） vt.想象；显现；梦见
552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553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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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4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55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56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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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7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558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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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9 we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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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0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561 weakened 1 ['wiː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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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7
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564 weekend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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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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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6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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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8 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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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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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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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571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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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3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574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575 wife 2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576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570

匈)维尔德

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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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8 wind 3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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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77
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winds 3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580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581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82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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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9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84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583

(英、德)沃斯特

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86 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587 yard 1 [jɑ:d] n.院子；码（英制中丈量长度单位，1码=3英尺）；庭院；帆桁 vt.把…关进或围在畜栏里 n.(Yard)人名；(英)亚德
58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89 yep 1 [jep] adv.是（美国俚语=yes） n.(Yep)人名；(英)耶普
590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91 Zen 1 [zen] n.禅；禅宗；禅宗信徒（等于ZenBuddhism） n.(Zen)人名；(意、索、纳米、印尼、英)泽恩
5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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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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