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19-09-27 词频表
the 9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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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 of 4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to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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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

it

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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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s 2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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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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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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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9

On

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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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1 there 1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12 you 1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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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from 1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5 president 1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16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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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all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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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at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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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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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on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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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ca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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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

的）食品罐头

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3 wate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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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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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26 but 7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27 complaint 7 [kəm'pleint] n.抱怨；诉苦；疾病；委屈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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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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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

灭；驱逐
30

7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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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wind

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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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33 lo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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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

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offshore 6 ['ɔf'ʃɔ:, 'ɔ:-] adj.离岸的；[海洋]近海的；吹向海面的 adv.向海面，向海
35 tha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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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之后）；
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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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

whe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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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stleblower 6 英 ['wɪsəlˌbləʊə] 美 ['wɪsəlˌbloʊə] n. 告密者；揭发者
38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39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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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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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here 5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42 hous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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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

名；(英)豪斯

int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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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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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slide 5 n.滑动；幻灯片；滑梯；雪崩 vi.滑动；滑落；不知不觉陷入 vt.滑动；使滑动；悄悄地迅速放置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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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 trump 5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48 turbine 5 ['tə:bain, -bin] n.[动力]涡轮；[动力]涡轮机
49 week 5 [wi:k] n.周，星期
50 which 5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1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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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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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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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onstitution 4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54 do 4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53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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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each 4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56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57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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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 impeachment 4 [im'pi:tʃmənt] n.弹劾；控告；怀疑；指摘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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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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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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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re

need 4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62 office 4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63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64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65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66 then 4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67 turbines 4 ['tɜːbaɪnz] 涡轮
68 vessel 4 ['vesəl] n.船，舰；[组织]脉管，血管；容器，器皿 n.(Vessel)人名；(荷)费塞尔；(俄、意、捷)韦塞尔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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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71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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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73 actually 3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74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72

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76 built 3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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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c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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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0 cours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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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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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75

土)达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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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ergy 3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84 events 3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85 far 3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86 farm 3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87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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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es 3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89 helicopter 3 ['helikɔptə] n.[航]直升飞机 vi.[航]乘直升飞机 vt.由直升机运送
90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91 intelligence 3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92 judge 3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93 just 3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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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

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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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95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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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ok

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97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98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99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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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 pow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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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102 sea 3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103 senate 3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104 tak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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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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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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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108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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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110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111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112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13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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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115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06

116

average 2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118 bed 2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119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20 be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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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7

特

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122 birds 2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123 blades 2 n. 刀片；刀刃 名词blade的复数形式.
124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125 cable 2 n.缆绳；电缆；海底电报 vt.打电报 vi.打海底电报
126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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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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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

乐的

crime 2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129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30 framer 2 ['fræmə] n.组成者；筹划者
131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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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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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3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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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

名；(英)海伊

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35 h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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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34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1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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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omes

impeached 2 [ɪm'piːtʃ] v. 归咎；怀疑；控告；弹劾
138 impeaches 2 [ɪm'piːtʃ] v. 归咎；怀疑；控告；弹劾
139 inaudible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140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41 itself 2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142 jury 2 ['dʒuəri] n.[法]陪审团；评判委员会 adj.应急的 n.(Jury)人名；(西)胡里；(英、法)朱里；(德)尤里
143 keeps 2 ['kiː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144 kilometers 2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145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46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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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legs 2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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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9 live 2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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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1 ma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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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 meters 2 英 ['miːtə(r)] 美 ['miː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153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154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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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56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137

op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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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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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57

西、土)奥韦尔

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160 pH 2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161 phone 2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162 platform 2 ['plætfɔ:m] n.平台；月台，站台；坛；讲台
163 political 2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164 prosecutor 2 ['prɔsikju:tə] n.检察官；公诉人；[法]起诉人；实行者
165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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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6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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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59

(泰、缅)布

removed 2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168 removes 2 [rɪ'muːvz] 引语排版
169 rotation 2 [rəu'teiʃən] n.旋转；循环，轮流
170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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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7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ven 2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173 shore 2 [ʃɔ:] vt.支撑，使稳住；用支柱撑住 n.海滨；支柱 n.(Shore)人名；(英)肖尔
174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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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

的）售得金额

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176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177 treason 2 ['tri:zən] n.[法]叛国罪；不忠
178 unidentified 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179 votes 2 [vəuts] v.投票；提倡（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选票；选举；得票数（vote的复数形式）
180 warm 2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175
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wav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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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183 windmills 2 ['wɪndmɪl] n. 风车 v. (使）像风车一样旋转
184 yesterday 2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185 abusing 1 [ə'bjuːs] n. 滥用；恶习 vt. 滥用；辱骂；虐待
186 accommodation 1 [ə,kɔmə'deiʃən] n.住处，膳宿；调节；和解；预订铺位
187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188 accuse 1 [ə'kju:z] vt.控告，指控；谴责；归咎于 vi.指责；控告
189 accuses 1 [ə'kjuːz] v. 谴责；控告；指责
190 acquit 1 [ə'kwit] vt.无罪释放；表现；脱卸义务和责任；清偿
191 acquittal 1 [ə'kwitəl] n.赦免；无罪开释；履行；尽职；（债务等的）清偿
192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193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194 affordable 1 [ə'fɔ:dəbl] adj.负担得起的
195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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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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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181

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00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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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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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205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06 appointed 1 [ə'pɔintid] adj.约定的，指定的 v.任命；指定；约定时间，地点（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207 approaching 1 [ə'prəutʃiŋ] v.接近（approach的ing形式）；[航]进场；侵入
208 arrest 1 [ə'rest] vt.逮捕；阻止；吸引 n.逮捕；监禁 n.(Arrest)人名；(德)阿雷斯特
209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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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21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213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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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
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216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217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218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219 blowing 1 ['bləuiŋ] n.吹制；吹气法 v.吹；鼓风（blow的现在分词）；充气
220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215

博德

bonnie 1 ['bɔni] adj.漂亮的 adv.极妙地 n.美女（等于bonny）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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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21

匈)博特

breech 1 [bri:tʃ, britʃ] n.臀部；后膛 vt.给…穿上裤子；给…装上炮尾 n.(Breech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224 bribery 1 ['braibəri] n.[法]贿赂；受贿；行贿
225 brothers 1 英 ['brʌðə(r)] 美 ['brʌðər] n. 兄弟；教友；同胞；<俚>老兄
226 buried 1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27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228 cables 1 ['keɪbl] n. 电缆；缆；索；电报 v. 发电报；(通过电缆)交流；(用缆绳)固定
229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230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231 certified 1 ['sə:tifaid] adj.被证明的；有保证的；具有证明文件的 v.证明，证实；颁发合格证书（certify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232 chair 1 [tʃεə] n.椅子；讲座；（会议的）主席位；大学教授的职位 vt.担任（会议的）主席；使…入座；使就任要职 n.(Chair)人
223

名；(法)谢尔

charged 1 [tʃɑ:dʒd] adj.带电的；充满感情的；气氛紧张的 vt.填充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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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3
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236 cinema 1 ['sinəmə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，电影制作术 n.(Cinema)人名；(意)奇内马
237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238 clause 1 [klɔ:z] n.条款；[计]子句 n.(Clause)人名；(法)克洛斯
239 Clinton 1 n.克林顿
240 clippings 1 [k'lɪpɪŋz] 剪下的碎边
235

cobbled 1 英 ['kɒbl] 美 ['kɑːbl] n. 圆石；鹅卵石；(常用复数)卵石路 v. 铺鹅卵石；修补(鞋)；粗制滥造
242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243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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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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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247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248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249 consumers 1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250 controversy 1 ['kɔntrə,və:si] n.争论；论战；辩论
251 convict 1 [kən'vikt] vt.证明…有罪；宣告…有罪 n.罪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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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254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255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241
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257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258 crew 1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259 crimes 1 [k'raɪmz] 犯罪
260 criminal 1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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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263 declassified 1 [ˌdiː'klæsɪfaɪ] vt. 不再当机密文件处理；解密
264 democrats 1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265 detailed 1 ['di:teild, di'teild] adj.详细的，精细的；复杂的，详尽的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过去分词）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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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

关系

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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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69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270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267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27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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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wn

downside 1 n.负面，缺点；下降趋势；底侧 adj.底侧的
273 drawback 1 ['drɔ:bæk] n.缺点，不利条件；退税
274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275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276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277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278 endeavor 1 [in'devə] n.努力；尽力（等于endeavour） vi.努力；尽力（等于endeavour） vt.努力；尽力（等于endeavour）
279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280 enormous 1 [i'nɔ:məs] adj.庞大的，巨大的；凶暴的，极恶的
281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272
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282

et

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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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4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285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286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287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288 fastest 1 ['fɑːstɪst] adj.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.
289 featured 1 ['fi:tʃəd] adj.特定的；被作为特色的；有…的面貌特征的 v.使…有特色；起重要作用（feature的过去分词）
290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291 felony 1 ['feləni] n.重罪
292 figured 1 ['figəd] adj.华丽的；有形状的；用图画表现的；有图案的 v.以图画或图表描绘；设想（fig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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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4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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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96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283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298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299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300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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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97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303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304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305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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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7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308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309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310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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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313 gms 1 abbr. 引力质量探测设备(=gravitational mass sensor) abbr. 重力测量系统(=Gravity Measurement System)
314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302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316 grain 1 [grein] n.粮食；颗粒；[作物]谷物；纹理 vi.成谷粒 vt.使成谷粒 n.(Grain)人名；(法)格兰
317 gravity 1 ['græviti] n.重力，地心引力；严重性；庄严
318 grids 1 [ɡ'rɪdz] 网格
319 grinding 1 ['graindiŋ] adj.磨的；刺耳的；令人难以忍受的 n.(Grinding)人名；(瑞典)格林丁
320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321 Guinness 1 ['ginis] n.吉尼斯黑啤酒（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）
322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323 gym 1 [dʒim] n.健身房；体育；体育馆
324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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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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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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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27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32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329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330 hotel 1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331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332 impeachable 1 [im'pi:tʃəbl] adj.可控告的，可弹劾的
333 improper 1 [im'prɔpə] adj.不正确的，错误的；不适当的；不合礼仪的
334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335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336 inner 1 ['inə] adj.内部的；内心的；精神的 n.内部
337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338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339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340 investigate 1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341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342 investigator 1 [in'vestigeitə] n.研究者；调查者；侦查员
343 jack 1 [dʒæk] n.千斤顶；[电]插座；男人 vt.增加；提醒；抬起；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.雄的
344 jaws 1 n. 钳夹；颚；口；狭口；咽喉 名词jaw的复数形式.
345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346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347 Joseph 1 ['dʒəuzif] n.约瑟夫（男子名）；约瑟（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）
348 judgment 1 ['dʒʌdʒmənt] n.判断；裁判；判决书；辨别力
349 Kane 1 [kein] n.凯恩（姓氏，美国北极探险家）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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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1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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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3 kitchen 1 ['kitʃin] n.厨房；炊具；炊事人员 n.(Kitchen)人名；(英)基钦
354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355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356 lands 1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357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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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9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36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361 lifestyle 1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362 lift 1 [lift] vt.举起；提升；鼓舞；空运；抄袭 vi.消散；升起；耸立 n.电梯；举起；起重机；搭车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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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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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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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26

(英)利文

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367 locations 1 英 [ləʊ'keʃəns] 美 [loʊ'keʃəns] n. 地点；位置；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.
368 lock 1 [lɔk] vt.锁，锁上；隐藏 vi.锁；锁住；卡住 n.锁；水闸；刹车 n.(Lock)人名；(英、丹、德、瑞典)洛克
369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366

lounge 1 [laundʒ] n.休息室；闲逛；躺椅；（英）酒吧间 vi.闲逛；懒洋洋地躺卧；闲混 vt.虚度光阴
371 lowers 1 英 ['ləʊə] 美 ['loʊə] n. 皱眉；不悦 名词lower的复数形式.
372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370

因
373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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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

Malaysia 1 [mə'leiʒə; mə'leiziə] n.马来西亚；马来群岛
375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376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77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378 mcguire 1 麦圭尔
379 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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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0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381 mention 1 ['menʃən] vt.提到，谈到；提及，论及；说起 n.提及，说起 n.(Mention)人名；(法)芒雄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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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3 millennium 1 [mi'leniəm] n.千年期，千禧年；一千年，千年纪念；太平盛世，黄金时代
384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385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386 misdemeanors 1 [mɪsdɪ'miːnəz] adj. 寡过
387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388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389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90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391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374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393 noisy 1 adj..嘈杂的；喧闹的；聒噪的
394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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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6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97 obstruction 1 [əb'strʌkʃən, ɔb-] n.障碍；阻碍；妨碍
398 offense 1 [ə'fens] n.犯罪，过错；进攻；触怒；引起反感的事物
399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400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401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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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3 onshore 1 ['ɔn'ʃɔ:] adj.陆上的；向着海岸的 adv.在陆上；向着海岸
404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405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406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392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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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8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409 perjury 1 ['pə:dʒəri] n.伪证；伪誓；背信弃义
410 Persia 1 ['pə:ʃə] n.波斯（西南亚国家，现称伊朗）
411 persians 1 n. 波斯，波斯人
407

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413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414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415 politician 1 [,pɔli'tiʃən] n.政治家，政客
416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417 pollute 1 [pə'lut] vt.污染；玷污；败坏
418 prejudice 1 ['predʒudis] n.偏见；侵害 vt.损害；使有偏见
419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420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421 press 1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412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pressuring 1 v.（美）对…施加压力（pressure的ing形式）
423 proceedings 1 [prə'si:diŋz] n.诉讼；行动（proceeding的复数形式）；会议记录；议程
424 projec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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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5 prosecute 1 ['prɔsikju:t] vt.检举；贯彻；从事；依法进行 vi.起诉；告发；作检察官
426 pumping 1 ['pʌmpiŋ] n.[机]抽吸；脉动；抽气效应 v.抽水（pump的ing形式）
427 pushes 1 [pʊʃ] v. 推；按；挤；逼迫；催促 n. 推；奋力；决心
428 quarters 1 ['kwɔtə(r)z] n.住处；四分之一（quarter的复数）；营房 v.把…四等分；供…住宿（quarter的三单形式）
429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430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431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32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43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434 rec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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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2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cords 1 [rɪ'kɔː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436 released 1 [rɪ'liː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437 reminded 1 [rɪ'maɪnd] vt. 使想起；提醒
438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439 removing 1 [riː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40 renewable 1 [ri'nju:əbl] adj.可再生的；可更新的；可继续的 n.再生性能源
441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442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443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444 ride 1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43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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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ig 1 [rig] n.装备；钻探设备；服装；[船]帆装 vt.操纵；装配；装扮；装上索具
446 r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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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45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vals 1 ['raɪvl] n. 竞争者；对手；同伴 adj. 竞争的 v. 竞争；与 ... 相匹敌
448 roadmap 1 道路图； 街道图；路线图，准则，指导方针
449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447
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rotates 1 英 [rəʊ'teɪt] 美 ['roʊteɪt] v. 轮流；(使)旋转 adj. 车轮状的
451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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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0

名；(英)拉什

4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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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il 1 [seil] vi.航行；启航，开船 n.帆，篷；航行 vt.航行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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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54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457 seabed 1 ['si:bed] n.海底；海床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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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56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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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1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462 she 1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459

话·威妥玛)

shining 1 ['ʃainiŋ] adj.光亮的；华丽的 v.闪烁（shine的ing形式）；发亮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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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63

肖

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466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467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468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469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470 slider 1 ['slaidə] n.滑动器；滑雪者；会滚动之物
471 slides 1 [s'laɪdz] n. 滑梯；幻灯片 名词slide的复数形式.
472 slideway 1 ['slaidwei] n.[铁路]滑道；滑斜面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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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5
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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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5 sources 1 英 [sɔːs] 美 [sɔː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476 spacing 1 ['speisiŋ] n.间隔；调节间隔；字距 v.分隔（space的ing形式）
477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474
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478

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square

stable 1 ['steibl] n.马厩；牛棚 adj.稳定的；牢固的；坚定的 vi.被关在马厩 vt.赶入马房 n.(Stable)人名；(英)斯特布尔
480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481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482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83 starts 1 [s'tɑːt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484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485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486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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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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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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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8 substantially 1 [səb'stænʃəli] adv.实质上；大体上；充分地
489 substation 1 ['sʌbsteiʃən] n.分局；变电所；分所；分台
490 summary 1 adj.简易的；扼要的 n.概要，摘要，总结
491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487

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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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4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492

(土)塔勒

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496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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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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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8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499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00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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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2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503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04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495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506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50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08 trial 1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509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510 tri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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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12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513 Ukrainian 1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514 unattractive 1 [,ʌnə'træktiv] adj.不吸引人注意的；没有魅力的；不美丽的
515 undertake 1 [,ʌndə'teik] vt.承担，保证；从事；同意；试图
516 undoing 1 [,ʌn'du:iŋ] n.毁灭；取消；毁灭的原因 vt.解开；取消（undo的ing形式）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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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8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519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20 us 1 pron.我们
521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522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523 utilized 1 ['juːtəlaɪz] vt. <美>利用或使用 =utilise（英）
524 various 1 ['vεəriəs] adj.各种各样的；多方面的
525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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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7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528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
5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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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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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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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2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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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4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535 wheel 1 [hwi:l] n.车轮；方向盘；转动 vt.转动；使变换方向；给…装轮子 vi.旋转；突然转变方向；盘旋飞行
505

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537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53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539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540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541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542 witness 1 ['witnis] n.证人；目击者；证据 vt.目击；证明；为…作证 vi.作证人 n.(Witness)人名；(津)威特尼斯
543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544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536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yankees 1 美国人；美国佬
546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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