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19-09-13 词频表
the 9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and 3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3 to 31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1

通话·威妥玛)

of 3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5 moon 29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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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8 i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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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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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

in

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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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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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hey 1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1 this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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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1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3 O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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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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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6 so 1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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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their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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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9 unidentified 1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20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1 w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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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cnn 10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23 female 10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24 full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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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as 8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26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7 my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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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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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30 need 7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1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2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33 earth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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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go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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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5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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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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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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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

w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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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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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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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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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food 5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42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43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44 here 5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45 hurricane 5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46 ju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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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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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o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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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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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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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 time 5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47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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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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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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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5

best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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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

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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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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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

的）食品罐头

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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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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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

first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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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Friday 4 ['fraidi] n.星期五
62 goo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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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 harvest 4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64 lo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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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

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makes 4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66 off 4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67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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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

灭；驱逐

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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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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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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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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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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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 yes 4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78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79 blue 3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75
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80

3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date

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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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everything 3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84 give 3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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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86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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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

普

hero 3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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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90 Islands 3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91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92 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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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moons 3 [muːn] n. 月亮；月球 v. 闲逛；虚度；露光臀示人
94 mo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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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87

以)莫雷

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96 orbit 3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97 pink 3 [piŋk] n.粉红色；化身，典范；石竹花；头面人物 vt.扎，刺，戳；使…变粉红色；使…面红耳赤 vi.变粉红色 adj.粉红的；
95

比较激进的；石竹科的；脸色发红的 n.(P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平克；(法)潘克

rare 3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99 really 3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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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101

say

3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hip 3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103 space 3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104 thank 3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105 tonight 3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106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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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108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109 Abaco 2 n.(Abaco)人名；(瑞典)阿巴科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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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 apogee 2 ['æpəudʒi:] n.最高点，极点；远地点 vt.位于远地点；位于最高点
112 appear 2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113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14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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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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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hamas 2 [bə'hɑ:məz] n.巴哈马群岛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116 Bahamian 2 [bə'hɑ:miən] adj.巴哈马的 n.巴哈马人
117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118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19 blood 2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120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121 call 2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122 che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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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
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circular 2 adj.循环的；圆形的 n.通知，传单
124 clothing 2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125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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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3

梅

communities 2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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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29 count 2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
126

(人名)

cruise 2 [kru:z] vi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vt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n.巡航，巡游；乘船游览 n.(Cruise)人名；(德)克鲁伊泽；(英)克鲁斯
131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132 elliptical 2 [i'liptik,-kəl] adj.椭圆的；省略的
133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34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135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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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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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138 happening 2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139 helping 2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140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141 income 2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142 isla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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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44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45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146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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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13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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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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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9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150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51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152 missing 2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153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154 najah 2 纳贾
155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48

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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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7 oh 2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158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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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6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rovide 2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161 r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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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 satellite 2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163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164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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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60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166 series 2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167 shop 2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168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169 t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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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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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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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172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173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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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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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6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177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178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179 whole 2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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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1

温特

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18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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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185 accommodations 1 [əkɒmə'deɪʃnz] n. 居住设施；膳宿 名词accommodation的复数形式.
186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187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181
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189 affiliate 1 [ə'filieit, ə'filiit, -eit] n.联号；隶属的机构等 vt.使附属；接纳；使紧密联系 vi.参加，加入；发生联系
190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91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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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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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195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96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197 alter 1 ['ɔ:ltə] vt.改变，更改 vi.改变；修改 n.(Alter)人名；(英)奥尔特；(德、捷、葡、爱沙、立陶、拉脱、俄、西、罗、瑞典)阿
188

尔特

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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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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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203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204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05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206 apprenticeship 1 [ə'prentisʃip] n.学徒期；学徒身分
207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208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209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10 ash 1 [æʃ] n.灰；灰烬 n.(Ash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阿什
211 assisted 1 [ə'sɪst] vt. 帮助；协助 vi. 帮助；出席 n. 帮助；协助；助攻；协助的器械
212 astronauts 1 ['æstrənɔː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213 astronomical 1 [,æstrə'nɔmikəl,-ik] adj.天文的，天文学的；极大的
214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215 attain 1 [ə'tein] vt.达到，实现；获得；到达 vi.达到；获得；到达 n.成就
216 autumnal 1 [ɔ:'tʌmnəl] adj.秋天的；已过中年的
21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18 awesome 1 [英['ɔː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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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
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bahama 1 n. 巴哈马
221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222 basket 1 ['bɑ:skit, 'bæs-] n.篮子；（篮球比赛的）得分；一篮之量；篮筐 vt.装入篮
223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224 beds 1 n.床上用品，床组（bed复数） vt.安置；为…提供床铺（be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225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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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 calendar 1 ['kælində] n.日历；[天]历法；日程表 vt.将…列入表中；将…排入日程表
228 called 1 [kɔː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229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230 cap 1 [kæp] n.盖；帽子 vi.脱帽致意 vt.覆盖；胜过；给…戴帽；加盖于 n.(Cap)人名；(法、德、罗)卡普；(塞、捷)察普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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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 category 1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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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20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235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236 clients 1 [klaɪnts] n. 委托方；客人 名词client的复数形式.
237 closest 1 [k'ləʊsɪst] adj. 最靠近的
238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239 cloud 1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
234

(法)克卢；(英)克劳德

co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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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1 combing 1 ['kəumiŋ] n.梳毛；梳弃的毛或发 v.梳理；卷起；到处搜寻（comb的ing形式）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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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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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4 commanding 1 [kə'mɑ:ndiŋ] adj.指挥的；居高临下的；威风凛凛的 v.指挥；统帅；负责（command的ing形式）
245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246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247 comparing 1 [kəm'peərɪŋ] n. 比较 动词compare的现在分词.
248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249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250 conversation 1 n.交谈，会话；社交；交往，交际；会谈；（人与计算机的）人机对话
251 cooks 1 [kʊk] n. 厨师；炊事员 v. 烹调；烧煮；捏造；纂改(账目)
252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53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254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255 crews 1 [kruː]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256 crib 1 [krib] n.婴儿床；栅栏；食槽 vi.剽窃 vt.拘禁，关入栅栏；抄袭
257 crosstalk 1 英 ['krɒstɔːk] 美 ['krɔːstɔːk] n. [电子]串话干扰；交调失真；顶嘴；相声
258 cry 1 [krai] vt.叫喊；哭出；大声说 n.叫喊；叫声；口号；呼叫 vi.哭；叫；喊
259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240
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26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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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土)达伊

da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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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263 deeds 1 [diːd] n. 行为；事迹；[法]契约 vt. 立契转让
264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265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266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267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268 Detroit 1 [di'trɔit] n.底特律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269 devastated 1 ['devəsteɪt] vt. 毁坏；使荒芜；使震惊
27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271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272 dignified 1 ['dignifaid] adj.庄严的；有尊严的；高贵的 v.使高贵（dignify的过去式）
273 dignity 1 ['dignəti] n.尊严；高贵
274 diploma 1 [di'pləumə] n.毕业证书，学位证书；公文，文书；奖状 vt.发给…毕业文凭
275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261

关系

disc 1 [disk] n.圆盘，[电子]唱片（等于disk） vt.灌唱片
277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278 Dorian 1 ['dɔriən] adj.多里安人的 n.多里安人
279 dust 1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280 dying 1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281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282 earliest 1 英 ['ɜːliɪst] 美 ['ɜːrliɪst] n. 最早 adj. 最早的
276

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284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285 emotion 1 [i'məuʃən] n.情感；情绪
286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287 empowered 1 英 [ɪm'paʊə(r)] 美 [ɪm'paʊər] vt. 授权；使能够
288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289 envisioned 1 [ɪn'vɪʒn] vt. 想象；设想
290 equinox 1 ['i:kwinɔks] n.春分；秋分；昼夜平分点
291 essential 1 [i'senʃəl] adj.基本的；必要的；本质的；精华的 n.本质；要素；要点；必需品
292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293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283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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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5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296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297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298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299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300 explored 1 [ɪks'plɔːd] adj. 探究的；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01 extraordinary 1 adj.非凡的；特别的；离奇的；特派的
302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303 eyed 1 [aid] adj.有…眼的 v.看；注视；考虑（eye的过去分词） n.(Eyed)人名；(阿拉伯)埃耶德
304 faith 1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305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294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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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 farthest 1 ['fɑ:ðist] adv.最远地（far的最高级）；最大程度地 adj.最远的；最久的（far的最高级）
309 fat 1 [fæt] adj.肥的，胖的；油腻的；丰满的 n.脂肪，肥肉 vt.养肥；在…中加入脂肪 vi.长肥 n.(Fat)人名；(法、西、塞)法特；(东
306

南亚国家华语)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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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1 fix 1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312 flowers 1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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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4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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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10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317 gazer 1 ['geizə] n.凝视者
318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319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320 glimpse 1 [glimps] n.一瞥，一看 vi.瞥见 vt.瞥见
321 glow 1 [gləu] vi.发热；洋溢；绚丽夺目 n.灼热；色彩鲜艳；兴高采烈
322 god 1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323 goodness 1 [英['gʊdnɪs] 美['gʊdnəs]] int.天哪 n.善良，优秀；精华，养分
324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316

gown 1 [gaun] n.长袍，长外衣；礼服；睡袍；法衣 vt.使穿睡衣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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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7 groove 1 [gru:v] n.[建]凹槽，槽；最佳状态；惯例 vt.开槽于 vi.形成沟槽
328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325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330 har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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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29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rvesting 1 ['hɑ:vistiŋ] v.[农学]收割；收获（harvest的ing形式） n.[农学]收割；收获 adj.收获的；收割的
332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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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3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334 haze 1 [heiz] n.阴霾；薄雾；疑惑 vt.使变朦胧；使变糊涂 vi.变朦胧；变糊涂 n.(Haze)人名；(法)阿泽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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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6 healer 1 ['hi:lə] n.医治者（尤指用宗教迷信方式给人治病的人）；治疗物；治病术士
337 heals 1 =Honeywell Error Analysis and Logging System 霍尼韦尔错误分析与记录系统([美]Honeywell公司)
338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339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340 helical 1 ['helikəl] adj.螺旋形的
341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342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343 heroes 1 n. 英雄们 名词hero的复数形式.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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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5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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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1

名；(英)海伊

homeless 1 ['həumlis] adj.无家可归的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
347 hom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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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46

国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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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8

名；(英)豪斯

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351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352 hunt 1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353 hunter 1 ['hʌntə] n.猎人；猎犬；搜寻者
354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355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356 infant 1 ['infənt] n.婴儿；幼儿；未成年人 adj.婴儿的；幼稚的；初期的；未成年的 n.(Infant)人名；(英)因方特
357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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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9 Iraqi 1 [i'ra:ki] adj.伊拉克的；伊拉克人的 n.伊拉克人
360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361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362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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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4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3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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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5

laundry

1 ['lɔ:ndri, 'lɑ:n-] n.洗衣店，洗衣房；要洗的衣服；洗熨；洗好的衣服

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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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8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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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70 lesse 1 n. 莱斯河(在比利时)
371 lit 1 [lit] adj.照亮的，点着的（ligh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 n.(Lit)人名；(瑞典)利特；(老)李
372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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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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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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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66

(英)利文
37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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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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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7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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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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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0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376
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382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383 mine 1 [main] n.矿，矿藏；矿山，矿井；地雷，水雷 vt.开采，采掘；在…布雷 vi.开矿，采矿；埋设地雷 pron.我的 n.(Mine)人
381

名；(德、塞、土、毛里塔)米内

mom 1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385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86 mothers 1 英 ['mʌðə(r)] 美 ['mʌðər] n. 母亲；妈妈 adj. 母亲的；母体的；本源的 vt. 生育；像母亲一样关爱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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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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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9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390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391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392 nearest 1 ['nɪərɪst] adj. 最近的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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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94 neighbor 1 ['neibə] n.邻居 adj.邻近的 vi.友好；毗邻而居 vt.邻接 n.(Neighbor)人名；(英)内伯
395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396 nicknames 1 ['nɪkneɪm] n. 绰号； 昵称 v. 给 ... 取绰号
397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398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399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400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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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 nurse 1 [nə:s] vt.看护，护理；照顾；培养；给…喂奶 vi.照料，护理；喂奶；当保姆 n.护士；奶妈，保姆 n.(Nurse)人名；(英)纳
384

斯

nurses 1 ['nɜːsɪz] n. 护士；看护；保姆 名词nurse的复数形式.
404 nursing 1 ['nə:siŋ] n.护理；看护；养育 v.看护；养育（nurse的ing形式）
405 occurs 1 [ə'kɜːz]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406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407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4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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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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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0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411 orange 1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412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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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4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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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08

西、土)奥韦尔

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416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417 phlox 1 [flɔks] n.草夹竹桃属植物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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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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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5

莱斯

planting 1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421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422 port 1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420
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424 pr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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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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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26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427 profiles 1 英 ['prəʊfaɪlz] 美 ['proʊfaɪlz] n. 档案资料，文件 名词profile的复数形式.
428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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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0 rebuilding 1 ['riːˌbɪldɪŋ] n. 改建
431 records 1 [rɪ'kɔː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432 refrigerator 1 [ri'fridʒəreitə, ri:-] n.冰箱，冷藏库
433 refugee 1 [,refju'dʒi:, 'refjudʒi:] n.难民，避难者；流亡者，逃亡者
434 resale 1 ['ri:seil, ri:'s-] n.转售；零售；再贩卖
435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436 rescued 1 ['reskjuː]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437 researchers 1 ['rɪsɜːt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438 reservations 1 [rezə'veɪʃnz] n. 保留 名词reservation的复数形式.
439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440 restoring 1 [rɪs'tɔːrɪŋ] n. 恢复；复原 动词rest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41 revised 1 [rɪ'vaɪzd] adj. 经过修订的；改进的
442 roared 1 英 [rɔː(r)] 美 [rɔːr] v. 吼叫；咆哮 n. 吼声；咆哮；轰鸣；喧闹
443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444 runn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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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23

人名；(英)朗宁
1 [rʌʃ] n.冲进；匆促；急流；灯心草 adj.急需的 vt.使冲；突袭；匆忙地做；飞跃 vi.冲；奔；闯；赶紧；涌现 n.(Rush)人
名；(英)拉什

445

rush

4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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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448 schedule 1 ['ʃədju:əl, -dʒu:əl, 'skedʒu:əl, -dʒuəl] vt.安排，计划；编制目录；将……列入计划表 n.时间表；计划表；一览表
447

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450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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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52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53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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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5 s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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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9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wing 1 ['səuiŋ] n.缝纫；缝纫业 v.缝（sew的ing形式） n.(Sewing)人名；(德)泽温；(英)索英
457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458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459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460 signaled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461 signaling 1 ['sɪgnəlɪŋ] n. 打信号；发信号 动词signal的现在分词.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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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3 skills 1 技能
464 sleeping 1 ['sli:piŋ] adj.睡着的 n.睡眠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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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56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maller 1 [s'mɔːlər] adj. 较小的
467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468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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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6

>稍微

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470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471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472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469
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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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5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476 step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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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7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478 storm 1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473
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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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0 stove 1 [stəuv] n.火炉；窑；温室 vt.用火炉烤 n.(Stove)人名；(瑞典)斯托韦
481 stricken 1 ['strikən] adj.患病的；受挫折的；受…侵袭的；遭殃的
482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479

(德)施特鲁克

style 1 [stail] n.风格；时尚；类型；字体 vt.设计；称呼；使合潮流 vi.设计式样；用刻刀作装饰画 n.(Style)人名；(英)斯泰尔
484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485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486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487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488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489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4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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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1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492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493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494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495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496 topics 1 abbr. 总联机程序和信息控制系统( =Total On-line Program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System ) n. 话题，主题，题目（名词
490

topic的复数）

toroidal 1 [tɔ:'rɔidəl, təu-] adj.环形的；[数]超环面的 n.曲面（圆环）
498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499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500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01 trees 1 [triː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497

的复数形式

tribes 1 特里韦斯
50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04 tr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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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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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50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08 unaccounted 1 [,ʌnə'kauntid] adj.未说明解释的；未包括在某数目中的；行踪不明的
509 update 1 [ʌp'deit, 'ʌpdeit] vt.更新；校正，修正；使现代化 n.更新；现代化
510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11 us 1 pron.我们
512 van 1 [væn] n.先锋；厢式货车；增值网 vt.用车搬运 n.(Van)人名；(老、泰、柬、缅)万
513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514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515 vocational 1 [vəu'keiʃənəl] adj.职业的，行业的
516 voucher 1 n.收据；证人；保证人；证明者；代金 vt.证实...的可靠性
517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518 walked 1 [wɔːk] v. 步行；陪...走；散步；偷走；走过 n. 步行；散步；人行道
519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520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521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522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523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24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525 weight 1 [weit] n.重量，重力；负担；砝码；重要性 vt.加重量于，使变重 n.(Weigh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格特
526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502

韦尔

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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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527

匈)维尔德

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530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531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529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5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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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working

worldly 1 ['wə:ldli] adj.世俗的；世间的；尘世的 adv.世俗地；世故地
534 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53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36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37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533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