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19-11-15 词汇表
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2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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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4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3

符合；使适合

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6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7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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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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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 allergies 1 英 ['ælədʒi] 美 ['ælərdʒi] n. 过敏症；反感；厌恶
11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12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3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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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and 3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16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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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19 antibiotic 5 [,æntibai'ɔtik] adj.抗生的；抗菌的 n.抗生素，抗菌素
20 antibiotics 11 [ˌæntɪbaɪ'ɒtɪks] n. 抗生素
21 an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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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3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24 appetizing 1 ['æpitaiziŋ] adj.开胃的；促进食欲的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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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ren 1 阿伦
27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8 a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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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30 at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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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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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32 attract 1 [ə'trækt] vt.吸引；引起 vi.吸引；有吸引力
33 averag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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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

间色

avoiding 1 [ə'vɔɪd] vt. 避免；逃避；[律]使无效；撤销
35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36 awesome 2 [英['ɔː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37 backbiting 1 ['bæk,baitiŋ] n.诽谤；中伤 v.背后诽谤；中伤（backbite的ing形式）
38 bacon 1 ['beikən] n.咸肉；腌肉；熏猪肉
39 bacteria 9 [bæk'tiəriə] n.[微]细菌
34

bacterial 1 [bæk'tiriəl] adj.[微]细菌的
41 b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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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 1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4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44 become 4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45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46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47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8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49 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0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51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52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40

特
53

better 2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55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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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57 bin 2 [bin] n.箱子，容器；二进制 vt.把…放入箱中 n.(Bin)人名；(意、柬)宾；(日)敏(名)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民
58 bins 1 [bɪn] n. 箱柜；仓；垃圾箱 vt. 放入箱内
59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54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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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boiling 1 ['bɔiliŋ] adj.沸腾的；激昂的 n.沸腾；煮沸；起泡 adv.沸腾
63 breakfast 1 ['brekfəst] n.早餐；早饭 vi.吃早餐 vt.为…供应早餐
64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65 bug 1 [bʌg] n.臭虫，小虫；故障；窃听器 vt.烦扰，打扰；装窃听器 vi.装置窃听器；打扰
66 bugs 2 [bʌgz] adj.发疯的，疯狂的 n.(Bugs)人名；(德)布格斯
67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68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69 bu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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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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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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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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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

的）食品罐头

canta 1 坎塔
7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5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76 cat 1 n.猫，猫科动物
77 category 1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78 caterpillar 1 ['kætəpilə] n.[无脊椎]毛虫；履带车 adj.有履带装置的
79 catfight 1 ['kætfait] n.激烈的争辩
80 caught 2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81 caused 1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73

CDC 4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83 centers 2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84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85 challenging 1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86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87 chef 3 [ʃef] n.厨师，大师傅 n.(Chef)人名；(法)谢夫
88 chefs 1 n. 大厨；主厨（chef的复数）
89 china 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90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91 clause 1 [klɔ:z] n.条款；[计]子句 n.(Clause)人名；(法)克洛斯
92 clip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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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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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losest 1 [k'ləʊsɪst] adj. 最靠近的
94 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95 Cohen 1 ['kəuən] 科恩（姓氏）
96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93

梅

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98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99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100 conflicts 1 英 ['kɒnflɪkt] 美 ['kɑːnflɪkt] n. 冲突；战斗；矛盾；斗争 vi. 冲突；抵触；争执
101 consumption 1 [kən'sʌmpʃən] n.消费；消耗；肺痨
102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103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04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05 could 6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06 countless 1 ['kauntlis] adj.无数的；数不尽的
107 cours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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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 cracking 1 ['krækiŋ] adj.重大的；敏捷的；出色的 adv.非常；极其 n.破裂；分馏 v.破裂；打开；变声（crack的ing形式）
109 craters 1 英 ['kreɪtə(r)] 美 ['kreɪtər] n. 坑(陨石坑、弹坑等)；凹地；火山口
110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111 cricket 2 ['krikit] n.板球，板球运动；蟋蟀
112 crickets 5 ['krɪkɪt] n. 板球；蟋蟀 vi. 打板球
113 crisp 1 [krisp] adj.脆的；新鲜的；易碎的 vt.使卷曲；使发脆 vi.卷曲；发脆 n.松脆物；油炸马铃薯片 n.(Crisp)人名；(英)克里斯
97

普

cuddle 1 ['kʌdl] vi.拥抱；偎依；舒服地贴著身睡 vt.拥抱；亲热地搂住；抚爱地拥抱 n.搂抱，拥抱
115 culinary 1 ['kʌlinəri] adj.厨房的；烹调用的
116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117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118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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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14

土)达伊

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120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121 defined 1 [dɪ'faɪnd] adj. 有定义的；明确的，确定的，清晰的；轮廓分明的 v. 规定；限定；定义；解释（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
119

过去分词）

delicious 2 [di'liʃəs] adj.美味的；可口的
123 descended 1 [di'sendid] adj.出身于...的；从一个祖先传下来的
122

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12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26 dinner 1 ['dinə] n.晚餐，晚宴；宴会；正餐 n.(Dinner)人名；(法)迪内
127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128 disagreements 1 [dɪsəɡ'riːmənts] 分歧
129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130 dishes 2 ['dɪʃɪz] pl. 餐具；碗盘 dish的复数形式.
131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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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4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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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133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134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135 dogfight 1 ['dɔgfait] n.混战；空战；狗咬狗 vi.在空中缠斗；进行混战 vt.用…进行空中格斗；同…混战
136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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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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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139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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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142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143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144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45 earth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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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6 eat 5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147 eco 1 ['i:kəu; 'ekəu] abbr.电子耦合振荡器（Electron-CoupledOscillator）；环境控制组织（EnvironmentalControlOrganization）；经济合
140

作组织（EconomicCooperationOrganization） n.(Eco)人名；(意)埃科

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149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150 Elizabeth 1 [i'lizəbəθ] n.伊丽莎白（女子名）
151 ella 1 ['elə] n.艾拉（女子名） abbr.欧洲远程通讯局（EuropeanLongLinesAgency） n.(Ella)人名；(匈)埃洛；
152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153 emissions 1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154 e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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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 entirely 1 [in'taiə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
156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157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8 ev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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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8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60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161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162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63 exploration 1 [,eksplɔ:'reiʃən] n.探测；探究；踏勘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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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

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65

fast

16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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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南亚国家华语)发

feast 1 [fi:st] vt.享受；款待，宴请 n.筵席，宴会；节日 vi.享受；参加宴会
168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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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167

触摸

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171 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72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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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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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 finishing 1 ['finiʃiŋ] adj.最后的；终点的 n.完成，结束；最后的修整 v.完成（finish的ing形式）
176 fir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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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ts 1 [fɪt] adj. 适宜的；合适的；健康的 v. 适合；安装 n. 发作；适宜
178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179 flour 1 ['flauə] n.面粉；粉状物质 vt.撒粉于；把…磨成粉 n.(Flour)人名；(法)弗卢尔
180 flourish 1 ['flauriʃ] n.兴旺；茂盛；挥舞；炫耀；华饰 vt.夸耀；挥舞 vi.繁荣，兴旺；茂盛；活跃；处于旺盛时期
181 food 5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182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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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7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185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186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187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88 frozen 1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189 fungi 2 ['fʌŋgai] n.真菌；菌类；蘑菇（fungus的复数） n.(Fungi)人名；(意)丰吉
190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191 germs 5 [dʒɜːrms] n. 细菌 名词germ的复数形式.
192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93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194 getting 4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95 given 2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196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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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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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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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97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lden 1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200 goo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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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202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03 grams 1 n. <非正式> 祖母； 外祖母 n. 克（重量单位） 名词gram的复数形式
204 grasshopper 1 ['grɑ:s,hɔpə, 'græs-] n.蚱蜢；[植保]蝗虫；小型侦察机 vi.见异思迁；蚱蜢似地跳
205 gravitational 1 [,grævi'teiʃənəl] adj.[力]重力的，[力]引力的
199

206

grou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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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208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209 guacamole 1 [,gwɑ:kə'məulei] n.鳄梨色拉酱（一种含鳄梨泥的墨西哥凉拌酱）
210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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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11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212 happier 1 ['hæpɪə] adj. 更快乐的；更幸福的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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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07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rvest 1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215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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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 hatched 1 ['hætʃt] adj. 孵化的；[计算机]阴影线的 动词hat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17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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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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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221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222 heated 1 ['hi:tid] adj.热的；激昂的；激动的 v.加热；使兴奋（heat的过去分词）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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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24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25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226 hoping 3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27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228 hovered 1 英 ['hɒvə(r)] 美 ['hʌvər] v. 盘旋；徘徊；靠近（某事物），维持在某种不确定的状态 n. 盘旋
229 how 5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30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231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232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233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34 in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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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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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dustrial 1 [in'dʌstriəl] adj.工业的，产业的；从事工业的；供工业用的；来自勤劳的 n.工业股票；工业工人
236 infect 1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237 infection 2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238 infections 2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239 inferno 1 [in'fə:nəu] n.阴间，地狱
240 info 1 ['infəu] n.信息；情报
241 insect 1 ['insekt] n.昆虫；卑鄙的人
242 insects 2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243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244 intend 1 [in'tend] vt.打算；想要；意指 vi.有打算
245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235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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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7 introducing 1 [ɪntrəd'juːsɪŋ] n. 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46

invested 1 [ɪn'vest] v. 投资；投入
249 iron 1 ['aiən] n.熨斗；烙铁；坚强 vt.熨；用铁铸成 adj.铁的；残酷的；刚强的 vi.熨衣；烫平 n.(Iron)人名；(英)艾恩
250 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51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252 it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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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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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54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255 jo 3 [dʒəu] abbr.乔（女子名，等于Joseph，Josephine）
256 ju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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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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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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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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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9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257

名；(德)基林

kilo 1 [英['kiːləʊ] 美['kilo]] n.千克 n.(Kilo)人名；(阿拉伯)基洛
261 know 4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62 lander 3 ['lændə] n.着陆器；出铁槽；把钩工人 n.(Lander)人名；(丹)兰诺；(德、俄、西、捷、瑞典)兰德尔；(英)兰德
263 landing 1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264 landscape 1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260
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2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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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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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st

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267 laughter 1 ['lɑ:ftə, 'læf-] n.笑；笑声
268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266

水；汽艇

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270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271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272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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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74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275 li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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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6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277 litter 1 ['litə] n.垃圾；轿，担架；一窝（动物的幼崽）；凌乱 vt.乱丢；给…垫褥草；把…弄得乱七八糟 vi.产仔；乱扔废弃物 n.
269

(Litter)人名；(匈、德)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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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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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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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1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282 locust 1 ['ləukəst] n.[植保]蝗虫，[昆]蚱蜢
283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284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285 look 2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278

(英)卢克
286

looking

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looks 2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288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287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lo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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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0 lovely 1 adj.可爱的；令人愉快的；爱恋的；秀丽的，优美的 n.美女；可爱的东西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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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 magnificent 1 [mæg'nifisənt] adj.高尚的；壮丽的；华丽的；宏伟的
293 mainstream 1 ['meinstri:m] n.主流
294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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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9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l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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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6 managing 1 ['mænidʒiŋ] adj.管理的；节约的；爱管闲事的 v.管理；设法对付（manage的ing形式）
297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98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299 Mars 6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300 Martha 2 ['mɑ:θə] n.玛莎（女子名）；马大（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）
301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302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03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304 meal 1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305 mealworm 1 ['mi:lwə:m] n.粉虱；面粉中的甲虫之幼虫
306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307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308 menu 1 ['menju:, mə'nju:] n.菜单 饭菜
309 meow 1 [mi'au] vi.猫叫 n.猫叫声
310 Mexican 1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311 microwave 1 ['maikrəuweiv] n.微波
312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313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314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315 miracle 1 ['mirəkl] n.奇迹，奇迹般的人或物；惊人的事例 n.(Miracle)人名；(英)米勒克尔；(意、西)米拉克莱
316 miracles 2 ['mirəklz] n. 奇迹（miracle的复数）；神迹
317 mission 2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318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319 mo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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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95

西、以)莫雷
320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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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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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3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324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325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26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27 Neptune 1 ['neptju:n] n.[天]海王星；海神
328 never 3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21

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30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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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2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333 nightmares 1 ['naɪtmeəz] n. 噩梦；梦魇 名词nightmare的复数形式.
334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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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5 no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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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338 now 7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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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0 nutrition 1 [nju:'triʃən] n.营养，营养学；营养品
341 nutritional 1 [nju:'triʃənəl] adj.营养的；滋养的
342 obstacles 1 ['ɒbstəklz] n. 障碍；名词obstacle的复数
343 of 3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44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45 office 2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346 offices 1 办公室
347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48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349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350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351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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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9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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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3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354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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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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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6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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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 Ortiz 4 n. 奥尔蒂斯
358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5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360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61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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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2

灭；驱逐

outwit 1 [,aut'wit] vt.瞒骗；以智取胜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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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62

西、土)奥韦尔
3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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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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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6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67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368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369 pet 5 [pet] n.宠物；生气；受宠爱的人 vt.宠爱 vi.生气；爱抚 adj.宠爱的 n.(Pet)人名；(俄)佩特；(柬)贝
370 planet 4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365

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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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3 plusses 1 [p'lʌsɪz] n. plus的复数形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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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5 poisonous 1 ['pɔizənəs] adj.有毒的；恶毒的；讨厌的
376 posed 1 英 [pəʊz] 美 [poʊz] v. 摆姿势；把...摆正位置；造成；提出；假装 n. 姿态；姿势；装腔作势
377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378 powder 1 ['paudə] n.粉；粉末；[化工][军]火药；尘土 vt.使成粉末；撒粉；搽粉于 vi.搽粉；变成粉末
379 pow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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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owerful 2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381 prescribed 1 [prɪ'skraɪbd] adj. 规定的
382 prescription 1 [pris'kripʃən] n.药方；指示；惯例 adj.凭处方方可购买的
383 prescriptions 1 [prɪsk'rɪpʃnz] 方例
384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385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386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387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388 productive 1 [prəu'dʌktiv] adj.能生产的；生产的，生产性的；多产的；富有成效的
389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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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0

程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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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1 proliferation 1 [prəu-,lifə'reiʃən] n.增殖，扩散；分芽繁殖
392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393 protein 3 ['prəuti:n, -ti:in] n.蛋白质；朊 adj.蛋白质的
394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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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90

(泰、缅)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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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7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398 re 1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399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400 ready 2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396

人名；(英)雷迪

really 4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0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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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4 releas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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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5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406 repo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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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7 reporter 9 [ri'pɔ:tə] n.记者
408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tɪŋ] 美 [rɪ'pɔː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409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410 resist 4 [ri'zist] vi.抵抗，抗拒；忍耐 vt.抵抗；忍耐，忍住 n.[助剂]抗蚀剂；防染剂
411 resistant 3 [ri'zistənt] adj.抵抗的，反抗的；顽固的 n.抵抗者
412 resources 1 [rɪ'sɔː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401

restaurant 1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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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13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416 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417 round 1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415
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1 [rʌf] n.轴环；出王牌；鸟兽颈毛；飞边（流行于16和17世纪的白色轮状皱领） vt.出王牌；胜过 vi.出王牌 n.(Ruff)人名；
(德、西、意、匈、瑞典)鲁夫；(法)吕夫；(英)拉夫

418

ruff

4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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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拉什

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421 said 4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420

拉伯)赛义德

sale 1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423 Saturn 1 ['sætən] n.[天]土星；农业之神（罗马神话中的一个形象）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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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25 say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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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22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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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26
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scary 1 adj.（事物）可怕的；恐怖的；吓人的；（人）提心吊胆的；引起惊慌的；胆小的
429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30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431 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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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28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43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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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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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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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4

话·威妥玛)

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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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37

肖

si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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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441 sing 1 vi.唱歌；歌颂；鸣叫；呼号 vt.唱；用诗赞颂；唱着使 n.演唱；鸣声；呼啸声 n.(Sing)人名；(老、德、泰)辛
442 size 2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443 slopes 1 英 [sləʊp] 美 [sloʊp] n. 倾斜；斜坡；斜面；斜率；斜线 vt. 使倾斜 vi. 倾斜；有坡度
444 slowly 2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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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6 smoothie 1 ['smu:ði] n.举止优雅的人；善于讨好女人的男子；一种果汁与牛奶的混合饮料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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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8 some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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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9

>稍微
449

someone

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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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1 source 2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452 space 4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453 spacecraft 1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454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455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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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7 steak 3 [steik] n.牛排；肉排；鱼排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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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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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ressful 1 ['stresful] adj.紧张的；有压力的
460 stuck 1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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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2 superbug 6 英 ['suːpəbʌɡ] 美 ['suːpərbʌɡ] n. 超级细菌
463 supporters 1 [sə'pɔː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464 sure 3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465 survived 1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466 surviving 1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467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468 tak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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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9

的）售得金额

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470 taste 1 [teist] n.味道；品味；审美 vt.尝；体验 vi.尝起来；有…的味道 n.(Taste)人名；(法)塔斯特
471 tastes 1 [teɪst] n. 味觉；味道；尝试；品味；爱好 v. 品尝；有 ... 味道的；体验
472 tasty 1 ['teisti] adj.美味的；高雅的；有趣的 n.可口的东西；引人入胜的东西
473 tell 2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469

拉伯)塔勒

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475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476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477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478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479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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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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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481 that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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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2 the 6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483 them 8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484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485 there 9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86 these 6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487 they 2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88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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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0 third 2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491 this 16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480

thoroughly 1 ['θʌrəli, 'θə:rəu-] adv.彻底地，完全地
493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494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495 threat 2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496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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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2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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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98

to

499

toast 1 n.干杯；烤面包；接受敬酒的人；（在某领域）广受赞誉的人 vt.向…祝酒，为…干杯 vi.烤火，取暖；使暖和；烘烤
（面包片等）

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01 tonight 1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50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503 topic 1 ['tɔpik] n.主题（等于theme）；题目；一般规则；总论
504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0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06 tr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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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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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8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509 unidentified 7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10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11 unmanned 1 [,ʌn'mænd] adj.无人的；无人操纵的；被阉割的 v.使失去男子气质（unm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512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13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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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4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15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516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517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518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19 vehicle 1 ['viː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520 Venus 2 ['vi:nəs] n.[天]金星；维纳斯（爱与美的女神）
521 very 2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522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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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3 videotape 4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524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525 vitamins 1 [vaɪtəmɪns] n. 维生素 名词vitamin的复数形式.
526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527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528 want 3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529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30 wash 1 [wɔʃ, wɔ:ʃ] n.洗涤；洗的衣服；化妆水；冲积物 vt.洗涤；洗刷；冲走；拍打 vi.洗澡；被冲蚀 n.(Wash)人名；(英)沃什；
500

(尼日利)瓦什

watering 1 n.浇水；灌溉；排水沟 adj.灌溉的；浇水用的；流口水的 v.浇水；灌溉；流口水（water的ing形式）
532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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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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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5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536 well 2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534

韦尔

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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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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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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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7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542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43 whole 2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544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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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5 wise 5 [waiz] adj.明智的；聪明的；博学的 vt.使知道；教导 vi.了解 n.(Wise)人名；(英)怀斯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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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7 wonderful 2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548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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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1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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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50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5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54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55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556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557 you 1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58 your 10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5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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