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0-01-10 词频表
the 7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and 4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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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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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

in

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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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of 3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6 Iran 23 [i'rɑ:n; i'ræn] n.伊朗（亚洲国家）
7 i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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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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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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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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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 you 1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1 thi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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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 10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13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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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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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6 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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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18 were 8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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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fish 7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21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2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23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24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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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6 Hallstatt 6 ['hɔ:lstæt; 'hɑ:lʃtɑ:t] adj.初期铁器时代的（等于Hallstattan）
27 mal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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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plane 6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9
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unidentified 6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30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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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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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32 dow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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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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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35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36 Iranian 5 [i'reinjən] adj.伊朗的；伊朗人的；伊朗语的 n.伊朗人；伊朗语
37 Iraq 5 [i'rɑ:k; i'ræk] n.伊拉克（西南亚国家）
33

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39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40 between 4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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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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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uddle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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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44 later 4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45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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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 limit 4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47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48 over 4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西、
42

土)奥韦尔
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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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阿拉
伯)赛义德

school 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1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2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3 Ukrainian 4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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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56 allowed 3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57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58 became 3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59 bett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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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
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ritish 3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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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63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64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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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乡村音乐
60

的
65

3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自闯入

crash

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67 has 3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68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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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

名；(英)海伊

jet 3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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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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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eader 3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72 might 3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73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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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

灭；驱逐
75

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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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

passenger 3 ['pæsindʒə] n.旅客；乘客；过路人；碍手碍脚的人

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78 relations 3 [ri'leʃənz] n.关系；交往；事务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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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77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hah 3 [ʃɑ:, ʃɔ:] n.伊朗国王
81 shot 3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82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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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80

肖

started 3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84 state 3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85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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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 ta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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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87 Tehran 3 [tεə'ræn; -rɑ:n] n.德黑兰
88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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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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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ourism 3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90 try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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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92 village 3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93 war 3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94 well 3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韦
89

尔

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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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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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alpine 2 ['ælpain] adj.阿尔卑斯山的，高山的
98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9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00 attack 2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101 attacks 2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102 Austria 2 ['ɔstriə] n.奥地利
103 axis 2 ['æksis] n.轴；轴线；轴心国
104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105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06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07 boar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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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95

博德

bush 2 [buʃ] n.灌木；矮树丛 vt.以灌木装饰；使…精疲力竭 vi.丛生；浓密地生长 adj.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；粗野的
109 caused 2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110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11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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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08

土)达伊

depth 2 [depθ] n.[海洋]深度；深奥
114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15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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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3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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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6

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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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east 2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118 evil 2 ['i:vəl] adj.邪恶的；不幸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 n.罪恶，邪恶；不幸
119 first 2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117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riday 2 ['fraidi] n.星期五
121 frozen 2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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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0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123

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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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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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5 gull 2 [gʌl] n.[鸟]鸥；笨人；易受骗之人 vt.骗；欺诈 n.(Gull)人名；(意、罗、瑞典)古尔；(英)格尔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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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24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stage 2 ['hɔstidʒ] n.人质；抵押品
128 Hussein 2 n.侯赛因（姓氏）
129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130 Italy 2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131 killed 2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132 lake 2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133 little 2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134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35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136 military 2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137 minister 2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138 missile 2 ['misail, -səl] n.导弹；投射物 adj.导弹的；可投掷的；用以发射导弹的
139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140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141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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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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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4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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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46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47 particular 2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148 perception 2 [pə'sepʃən] n.知觉；[生理]感觉；看法；洞察力；获取
149 place 2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127

莱斯

places 2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151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152 prime 2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150
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1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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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泰、缅)布

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155 researchers 2 ['rɪsɜːt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156 revenge 2 [ri'vendʒ] n.报复；复仇 vt.报复；替…报仇；洗雪 vi.报仇；雪耻
154

saddam 2 ['sæddæm] n. 萨达姆（人名）
158 science 2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159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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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0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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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7

的）售得金额

taxes 2 [tæksi:z] n.税收，税金；税务；[税收]税捐
163 terrorism 2 ['terərizəm] n.恐怖主义；恐怖行动；恐怖统治
164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165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166 thinking 2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167 thought 2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68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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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roubled 2 ['trʌbld] adj.动乱的，不安的；混乱的；困惑的
170 tub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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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172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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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 water 2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175 Waters 2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176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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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7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178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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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180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181 will 2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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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184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185 yesterday 2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186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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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3
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road 1 [ə'brɔ:d] adv.在国外；到海外 adj.往国外的 n.海外；异国
188 accelerated 1 英 [æk'seləreɪtɪd] 美 [æk'seləˌreɪtɪd] adj. 加速的 v. 加速；促进 vbl. 加速；促进
189 accusation 1 [,ækju:'zeiʃən] n.控告，指控；谴责
190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191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192 advances 1 [əd'vaːnsɪz] n. 接近；主动姿态（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） v. 前进，进展（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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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ies 1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195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196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197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198 amid 1 [ə'mid] prep.在其中，在其间 n.(Amid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阿米德
187

Amsterdam 1 [,æmstə'dæm] n.阿姆斯特丹（荷兰首都）；阿姆斯特丹（美国纽约东部城市）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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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202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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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205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06 artists 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207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208 Austrian 1 ['ɔstriən] adj.奥地利的；奥地利人的 n.奥地利人
209 authorities 1 [ɔː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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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yatollah 1 [,ɑ:jə'təulə] n.阿亚图拉（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）
212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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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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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cked 1 [bækt] adj.有背的；有财力支持的 v.支持；使后退（back的过去分词）
214 backing 1 ['bækiŋ] n.支持；后退；支持者；衬背 v.支持（back的ing形式）
215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216 Barcelona 1 [,ba:si'ləunə] n.巴塞罗纳（西班牙）
217 bases 1 ['beisi:z] n.基础（base的复数形式）；根据；主要成分 n.(Bases)人名；(西)巴塞斯
218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219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220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21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222 bid 1 [bid] vt.投标；出价；表示；吩咐 vi.投标；吩咐 n.出价；叫牌；努力争取 n.(Bid)人名；(俄)比德
223 blessing 1 ['blesiŋ] n.祝福；赐福；祷告 v.使幸福（bless的ing形式）；使神圣化；为…祈神赐福 n.(Blessing)人名；(英、德)布莱
213

辛

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225 bus 1 [bʌs] n.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
226 busses 1 ['bʌsiz] n.汽车（bus的复数）
227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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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adian 1 [kə'neidiən] adj.加拿大（人）的 n.加拿大人
231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232 capped 1 [kæp] n. 帽子；盖子；顶；上限 vt. 超过；加盖于；戴帽；覆盖；完成；设限 vi. 脱帽致意
233 causes 1 [kɔː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234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235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236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237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38 chants 1 英 [tʃɑːnt] 美 [tʃænt] n. 圣歌；赞美诗；旋律；喊叫 v. 吟唱；诵扬；叫喊
239 charged 1 [tʃɑ:dʒd] adj.带电的；充满感情的；气氛紧张的 vt.填充
240 CIA 1 [ˌsiːaɪ'eɪ] abbr. 中央情报局(=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)
241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242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224
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244 Clinton 1 n.克林顿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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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6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247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248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249 concession 1 [kən'seʃən] n.让步；特许（权）；承认；退位
250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251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252 constitute 1 ['kɔnstitju:t] vt.组成，构成；建立；任命
253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254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255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56 coup 1 [ku:] n.政变；妙计；出乎意料的行动；砰然的一击 vt.使…颠倒；使…倾斜 vi.推倒；倾斜；溢出 n.(Coup)人名；(法)库普
257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258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259 crashed 1 [kræʃt] adj.失事的 v.碰撞，坠落，破产，垮台（crash的过去式）；崩溃
260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261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262 croatia 1 [krəu'eiʃjə] n.克罗地亚（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）
263 crucial 1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264 crui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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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 crystal 1 ['kristəl] n.结晶，晶体；水晶；水晶饰品 adj.水晶的；透明的，清澈的 n.(Crystal)人名；(英)克里斯特尔，克丽丝特尔
243

(女名)

curb 1 [kə:b] n.抑制；路边；勒马绳 vt.控制；勒住
267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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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270 decade 1 ['dekeid] n.十年，十年期；十
271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272 denies 1 [dɪ'naɪ] vt. 否认；拒绝承认；拒绝给予；自制
273 designated 1 ['dezɪɡneɪtɪd] adj. 指定的；特指的
274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275 dimension 1 n.方面;[数]维；尺寸；次元；容积vt.标出尺寸 adj.规格的
276 dissidents 1 ['dɪsɪdənts] n. 持不同政见者（dissident的复数）
277 dive 1 ['di:vei, daiv] vi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急剧下降 n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扑 n.(Dive)人名；(法)迪夫
278 dock 1 n.码头；船坞；被告席；尾巴的骨肉部分 vt.使靠码头；剪短 vi.入船坞 n.（Dock）程序坞 n.（Dock）人名；(老)多；
266

(英、法、瑞典)多克

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280 dominated 1 ['dɒmɪneɪtɪd] adj. 受控的 动词d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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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82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283 Dubrovnik 1 ['du:brɔ:vnik] n.杜布罗夫尼克旧城
284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285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279

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287 embassy 1 ['embəsi] n.大使馆；大使馆全体人员
288 embroiled 1 [ɪm'brɔɪl] v. 使卷入；使陷入；牵连
289 encourage 1 [in'kʌridʒ] vt.鼓励，怂恿；激励；支持
290 enemy 1 ['enimi] n.敌人，仇敌；敌军 adj.敌人的，敌方的
291 enlisted 1 [in'listid] adj.应募入伍的 v.征募；参军（enlist的过去分词）
292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293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294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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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297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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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9 exile 1 ['egzail, 'eksail] n.流放，充军；放逐，被放逐者；流犯 vt.放逐，流放；使背井离乡
300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301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02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303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304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305 fighter 1 ['faitə] n.战士，斗争者；斗士；奋斗者；好战者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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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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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 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309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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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96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312 frame 1 [freim] n.框架；结构；[电影]画面 vt.设计；建造；陷害；使…适合 vi.有成功希望 adj.有木架的；有构架的 n.(Frame)人
311

名；(英)弗雷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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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4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315 giv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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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 glasses 1 ['glɑːsɪz] n. 眼镜；双筒镜 名词glass的复数形式.
317 glue 1 [glu:] vt.粘合；似胶般固着于 n.胶；各种胶合物
318 glued 1 [glu:d] adj.胶合的 v.粘；用胶水粘住（glue的过去分词）
319 go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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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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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1 granted 1 conj.诚然 adv.的确 vt.grant的过去式
322 grappling 1 ['græpliŋ] n.擒拿；探线；锚定 v.抓钩；扭打；握牢（grapple的ing形式）
323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324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325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313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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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7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26

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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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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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headlines 1 ['hedlaɪn] n. 大字标题；新闻提要；头条新闻 v. 加标题于；宣扬；作主角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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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2 heritage 1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333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334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335 hilarious 1 [hi'lεəriəs] adj.欢闹的；非常滑稽的；喜不自禁的
336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337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338 historically 1 [his'tɔrikəli] adv.历史上地；从历史观点上说
339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340 hotels 1 霍特尔斯
341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342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43 implement 1 ['implimənt, 'impliment] vt.实施，执行；实现，使生效 n.工具，器具；手段
344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345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46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347 Instagram 1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348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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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0 invaded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351 investigate 1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352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353 investigations 1 [ɪnvestɪ'ɡeɪʃnz] 调查
354 Islamic 1 [iz'læmik] adj.穆斯林的；伊斯兰教的
355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356 jealous 1 ['dʒeləs] adj.妒忌的；猜疑的；唯恐失去的；戒备的
357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358 Justin 1 ['dʒʌstin] n.贾斯廷（男子名）
359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328
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Khomeini 1 霍梅尼（人名）
361 Kuwait 1 [kə'weit] n.科威特（西南亚国家，首都科威特）
362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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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4 lavish 1 ['læviʃ] adj.浪费的；丰富的；大方的 vt.浪费；慷慨给予；滥用
365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366 lifestyle 1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367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368 link 1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360
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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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0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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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

37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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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lo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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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4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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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73
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77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378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379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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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1 mi 1 [mi:] abbr.惯性矩（momentofinertia） n.大音阶的第三音 n.(Mi)人名；(老、柬)米
382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383 Minnesota 1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384 missiles 1 ['mɪsaɪlz] 导弹
385 mistake 1 [mi'steik] n.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t.弄错；误解 vi.弄错；误解
386 mistaken 1 [mi'steikən] adj.错误的；弄错的；被误解的 v.弄错（mistake的过去分词）
387 mistakenly 1 [mi'steikənli] adv.错误地；曲解地，被误解地
388 Mohammad 1 n.穆罕默德（穆斯林真主）；（阿拉伯）穆罕默德（男子名）
389 monarch 1 ['mɔnək, -ɑ:k] n.君主，帝王；最高统治者
390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391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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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76

以)莫雷

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393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394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395 nationalizing 1 ['næʃnəlaɪz] v. 使国有化 =nationalise（英）.
396 Netherlands 1 ['neðələndz] n.荷兰（形容词Netherlandish）；地区名
397 neutral 1 ['nju:trəl] adj.中立的，中性的；中立国的；非彩色的 n.中立国；中立者；非彩色；齿轮的空档
398 Norway 1 ['nɔ:wei] n.挪威（北欧国家名）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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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0 nuclear 1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401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402 odds 1 [ɔdz] n.几率；胜算；不平等；差别
403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04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405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406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407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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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8 ostentatious 1 [,ɔsten'teiʃəs] adj.招摇的；卖弄的；夸耀的；铺张的；惹人注目的
40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410 ousting 1 [aʊst] v. 逐出；夺取；取代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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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2 overcrowding 1 [,əuvə'kraudiŋ] n.过度拥挤；挤满 v.过度拥挤（overcrowd的ing形式）；把…塞得过满
413 overnight 1 [,əuvə'nait, 'əuvənait] adv.通宵；突然；昨晚 adj.晚上的；通宵的；前夜的 n.头天晚上；一夜的逗留 vt.连夜快递 vi.过一
392

夜

ownership 1 ['əunəʃip] n.所有权；物主身份
415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414

杰；(法)帕日

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417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418 physiological 1 [,fiziə'lɔdʒikəl] adj.生理学的，生理的
419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420 popcorn 1 ['pɔpkɔ:n] n.爆米花，爆玉米花
421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422 prey 1 [prei] vi.捕食；掠夺；折磨 n.捕食；牺牲者；被捕食的动物 n.(Prey)人名；(英、法)普雷；(德)普赖
423 privacy 1 ['praivəsi, 'pri-, 'prai-] n.隐私；秘密；隐居；隐居处
424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416
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426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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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8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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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nking 1 ['ræŋkiŋ] adj.上级的；头等的；超群的 n.等级；地位 v.排列；归类于（rank的ing形式） n.(Ranking)人名；(英)兰金
431 ratch 1 [rætʃ] n.（防倒转的）棘齿 n.(Ratch)人名；(俄)拉奇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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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3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434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435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436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437 resemble 1 [ri'zembl] vt.类似，像
438 restaurants 1 餐馆
439 restoring 1 [rɪs'tɔːrɪŋ] n. 恢复；复原 动词rest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40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441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442 revolution 1 [,revə'lu:ʃən] n.革命；旋转；运行；循环
443 Richland 1 里奇兰
444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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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5

名；(英)拉什

sanctions 1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44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48 scenes 1 ['siːnz] n. 场景；背景，景色（名词scene的复数形式）
449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450 seafood 1 ['si:fud] n.海鲜；海味；海产食品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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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46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53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54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455 Shia 1 ['ʃiə] n.什叶；什叶派（等于Shiah）
452

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457 shooting 1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458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459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460 siege 1 [si:dʒ] n.围攻；包围；围城；不断袭击；长期努力 vt.围攻；包围
461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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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now 1 [snəu] n.雪，积雪；下雪 vi.降雪 vt.使纷纷落下；使变白 n.(Snow)人名；(英)斯诺
464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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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3

>稍微

sources 1 英 [sɔːs] 美 [sɔː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467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468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469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470 sponsor 1 ['spɔnsə] n.赞助者；主办者；保证人 vt.赞助；发起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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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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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3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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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5 stormed 1 英 [stɔːm] 美 [stɔː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476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466
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47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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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德)施特鲁克

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479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480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481 subscribe 1 [səb'skraib] vi.订阅；捐款；认购；赞成；签署 vt.签署；赞成；捐助
482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483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84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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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487 technical 1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488 t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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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8

拉伯)塔勒

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490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491 tensions 1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492 territorial 1 [,teri'tɔ:riəl] adj.领土的；区域的；土地的；地方的 n.地方自卫队士兵
493 terrorist 1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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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5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496 theory 1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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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9

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499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500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501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02 torture 1 ['tɔ:tʃə] vt.折磨；拷问；歪曲 n.折磨；拷问；歪曲
503 Tours 1 [tuə; tu:r] n.图尔斯（姓氏）；图尔市（法国城市名）
504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ˈ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498

(英)特沃德

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06 tripper 1 ['tripə] n.远足者；旅行者；绊跌者
507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08 troops 1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509 Trudeau 1 特鲁多 n.(Trudeau)人名；(英、法)特鲁多
510 trum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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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1 Ukraine 1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512 ultimately 1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513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514 underway 1 ['ʌndə'wei] adj.进行中的；起步的；航行中的 n.[公路]水底通道
515 unesco 1 [ju:'neskəu] abbr.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itedNationsEducational，Scientific，andCulturalOrganization）
516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517 unpopular 1 [,ʌn'pɔpjulə] adj.不流行的，不受欢迎的
518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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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0 ushered 1 英 ['ʌʃə(r)] 美 ['ʌʃər] n. 带位员；招待员 vt. 引导；引入 vi. 做招待；担任引座员
521 velcro 1
522 Venice 1 ['venis] n.威尼斯（意大利港市）
523 vision 1 n.视力；美景；眼力；幻象；想象力；幻视（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） vt.想象；显现；梦见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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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5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526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527 warfare 1 ['wɔ:fεə] n.战争；冲突
528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529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30 wav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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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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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2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533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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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537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53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539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540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54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05

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543 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544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45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5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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