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0-01-17 词频表
the 6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of 3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 and 3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4 to 31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1

通话·威妥玛)
5

in

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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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hat 22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7 you 2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8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9 king 18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6
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10

it

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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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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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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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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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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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5 mal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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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O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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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there 1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18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19 who 9 pron.谁；什么人
20 are 8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21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22 Luther 8 ['lju:θə] n.卢瑟（男子名）
23 martin 8 ['mɑ:tin] n.紫崖燕
24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5 up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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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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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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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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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cnn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30 dr 7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31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32 his 7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33 may 7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4 schools 7 [s'kuːl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35 where 7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36 college 6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37 day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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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7

土)达伊

elite 6 [ei'li:t, i'li:t] n.精英；精华；中坚分子
39 get 6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40 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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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

灭；驱逐

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2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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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41

稍微
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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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

what 6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45 bash 5 [bæʃ] vt.猛击，痛击；怒殴 n.猛烈的一击，痛击 n.(Bash)人名；(英、俄、巴基)巴什
46 civil 5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47 do 5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44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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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r 5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49 just 5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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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ike 5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51 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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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 rights 5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53 school 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4 university 5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55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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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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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degree 4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58 d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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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9 here 4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60 hi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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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

名；(英)海伊

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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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January 4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63 lot 4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分
61

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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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uc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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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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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68 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69 ve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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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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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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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balcony 3 ['bælkəni] n.阳台；包厢；戏院楼厅
73 berridge 3 n. 贝里奇
74 Brandon 3 ['brændən] n.布兰登（男子名）
75 by 3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76 came 3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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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Friday 3 ['fraidi] n.星期五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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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re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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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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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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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hi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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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84 lo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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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80

卢克

one 3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86 t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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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85

(土)塔勒

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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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89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90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91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92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93 acceptance 2 [ək'septəns] n.接纳；赞同；容忍
94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95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96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97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98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9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00 anniversary 2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101 applicant 2 ['æplikənt] n.申请人，申请者；请求者
102 audio 2 ['ɔ:diəu] adj.声音的；[声]音频的，[声]声频的
103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104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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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

特

bologna 2 [bə'ləunjə] n.一种大腊肠
107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108 Carl 2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109 certai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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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0 challenge 2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111 Christian 2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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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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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ana 2 ['deinə] n.美国德纳（美国汽车公司）
114 death 2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115 decades 2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116 difference 2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117 dow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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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3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119 fewer 2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120 firefighter 2 ['faiəfaitə] n.消防队员
121 folks 2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122 founded 2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23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124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125 g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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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6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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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 go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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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129 holiday 2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130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31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132 knock 2 [nɔk] vi.敲；打；敲击 vt.敲；打；敲击；批评 n.敲；敲打；爆震声
133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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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5 leader 2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136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137 lef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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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38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139 Lorraine 2 [ləu'rein] n.洛林（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地区）；罗琳（人名）
140 Mansfield 2 ['mænsfi:ld] n.曼斯菲尔德（姓氏）
141 marches 2 ['ma:tʃiz] n.边界地区（尤指英格兰与苏格兰或威尔士的） n.(Marches)人名；(意)马尔凯斯
142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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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 Montgomery 2 [mənt'gʌməri] n.蒙哥马利（姓氏）；蒙哥马利（英国郡名）
144 mountain 2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145 movement 2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146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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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named 2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148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149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150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151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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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 oldest 2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153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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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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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18

西、土)奥韦尔

pH 2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156 promised 2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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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 rate 2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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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0 reflection 2 [re'flekʃən] n.反射；沉思；映象
161 roo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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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55
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162

sa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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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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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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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shout 2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166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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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7 speech 2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168 States 2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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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3

的）售得金额

tallest 2 ['tɔːlɪst] adj. 最高的
171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172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173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174 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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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176 violence 2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177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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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179 weekend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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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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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5

韦尔

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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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1
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184 accomplishments 1 [ə'kʌmplɪʃmənts] n. 造诣 名词accomplishment的复数形式.
185 achieving 1 [ə'tʃiːv] v. 完成；达到；实现
186 addresses 1 [ə'dres] n. 住址；网址；电子邮箱地址；称呼；致词；讲话；演讲；谈吐 v. 称呼；发表演说；提出；写地址；处理
187 admission 1 [əd'miʃən] n.承认；入场费；进入许可；坦白；录用
188 admissions 1 [əd'mɪʃnz] 招生
189 advantages 1 英 [əd'vɑːntɪdʒ] 美 [əd'væntɪdʒ] n. 优势；有利条件 vt. 有利于
190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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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 ain 1 [æn] adj.（苏格兰）自己的 n.艾因河；一种压缩软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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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abama 1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195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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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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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 appreciable 1 [ə'pri:ʃiəbl] adj.可感知的；可评估的；相当可观的
199 approximately 1 [ə'prɔksimitli] adv.大约，近似地；近于
200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201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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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183

attendance 1 n.出席；到场；出席人数；考勤
205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206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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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

间色

awarded 1 英 [ə'wɔːd] 美 [ə'wɔː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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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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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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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ptist 1 ['bæptist] n.浸信会教友；施洗者约翰，施洗者
212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213 begin 1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214 Berkshire 1 ['bə:kʃiə] n.伯克郡（英国南部一郡）；黑白色的猪
215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216 billionaire 1 [,biljə'nεə] n.亿万富翁
217 birthplace 1 ['bə:θpleis] n.出生地 发源地
218 blind 1 [blaind] adj.盲目的；瞎的 adv.盲目地；看不见地 n.掩饰，借口；百叶窗 vt.使失明；使失去理智 n.(Blind)人名；(法)布
211

兰；(德、瑞典)布林德

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220 breath 1 [breθ] n.呼吸，气息；一口气，（呼吸的）一次；瞬间，瞬息；微风；迹象；无声音，气音
221 breathed 1 [breθt, bri:ðd] adj.无声的；有气的 v.呼吸（breat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Breathed)人名；(英)布雷思德
222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223 brutal 1 ['bru:təl] adj.残忍的；野蛮的，不讲理的
224 buffet 1 ['bʌfit] n.自助餐；小卖部；打击；猛烈冲击 vt.与…搏斗；连续猛击 vi.斗争；奋勇前进 adj.自助的；自助餐的 n.(Buffet)
219

人名；(法)比费

calls 1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226 Cambridge 1 ['keimbridʒ] n.剑桥（英国城市）；坎布里奇（美国马萨诸塞州城市）
227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228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229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230 celebrated 1 ['selibreitid] adj.著名的；有名望的 v.庆祝（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31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232 challenged 1 ['tʃælindʒid] adj.受到挑战的
233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34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235 checked 1 [tʃekt] adj.选中的；格子花纹的 v.检查（che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36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237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238 colleagues 1 英 ['kɒliːɡ] 美 ['kɑːliːɡ] n. 同事
239 colleges 1 ['kɒlɪdʒɪz] 高校
240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241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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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
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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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4 commenting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245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243

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247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248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249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50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251 courtyard 1 ['kɔ:t,jɑ:d] n.庭院，院子；天井
252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246

名；(英)卡廷

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254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255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256 delivered 1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57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258 detectors 1 [dɪ'tektəz] 检测器
25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260 discouragement 1 [dis'kʌridʒmənt] n.气馁；挫折；劝阻
261 doubt 1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262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263 duck 1 [dʌk] n.鸭子；鸭肉；（英）宝贝儿；零分 vi.闪避；没入水中 vt.躲避；猛按…入水 n.(Duck)人名；(德、葡、匈)杜克
264 earn 1 [ə:n] vt.赚，赚得；获得，挣得；使得到；博得 n.(Earn)人名；(泰)炎
265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266 eloquent 1 ['eləkwənt] adj.意味深长的；雄辩的，有口才的；有说服力的；动人的
267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268 encourage 1 [in'kʌridʒ] vt.鼓励，怂恿；激励；支持
269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270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271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272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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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3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ing 1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275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276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277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278 fairly 1 ['fεəli] adv.相当地；公平地；简直 n.(Fairly)人名；(英)费尔利
279 faith 1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280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281 fatal 1 ['feitl] adj.致命的；重大的；毁灭性的；命中注定的 n.(Fatal)人名；(葡、芬)法塔尔
282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274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2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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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
触摸

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285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286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287 filed 1 [faɪl] n. 档案；卷宗；文件；锉刀，指甲锉 vt. 把 ... 归档；提出(申请书、议案等)
28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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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9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290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288

枪；激动；烧火

firefight 1 ['faiəfait] n.交火；炮战
292 flames 1 [fleɪmz] n. 火焰 名词flame的复数形式.
293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294 footer 1 ['futə] n.页脚 懒散地工作 懒散工作的人 的缩写 以英尺标注高度的人或物
295 forbid 1 vt.禁止；不准；不允许；〈正式〉严禁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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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9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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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8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299 frequently 1 ['fri:kwəntli] adv.频繁地，经常地；时常，屡次
300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301 fundamental 1 [,fʌndə'mentəl] adj.基本的，根本的 n.基本原理；基本原则
302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303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304 gooder 1 ['ɡʊdər] n. 受人尊敬的人
305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306 graduated 1 ['grædjueitid, -dʒu-] adj.累进的；分等级的；毕了业的；为毕业生设立的 v.使毕业；毕业（graduate的过去分词）；
297

使…升级

graduates 1 ['ɡrædʒuət] n. 毕业生 vt. 毕业；标以刻度；定等级 vi. 毕业；获学位；逐渐变得 adj. 毕业的；获得学位的
308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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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0 guy 1 [gai] n.男人，家伙 vt.嘲弄，取笑 vi.逃跑 n.(Guy)人名；(西)吉；(法)居伊；(英)盖伊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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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12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13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314 hathaway 1 n.哈撒韦（衬衫品牌）；海瑟薇（人名）
315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316 heats 1 [hiːt] n. 热度；热；热烈；激烈；发烧 v. (使)变热；(使)激动
317 height 1 [hait] n.高地；高度；身高；顶点
318 heroic 1 [hi'rəuik] adj.英雄的；英勇的；记叙英雄及其事迹的；夸张的 n.史诗；英勇行为
319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320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321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322 honors 1 ['ɒnəz] n. 礼遇；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.
323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324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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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6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327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328 improvement 1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329 inaudible 1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330 incredible 1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307

indicated 1 adj.表明的；指示的 v.表明（indicate的过去分词）；指出；显示
332 indication 1 [,indi'keiʃən] n.指示，指出；迹象；象征
333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334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335 invariably 1 [in'vɛəriəbli] adv.总是；不变地；一定地
336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337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338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339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340 Joseph 1 ['dʒəuzif] n.约瑟夫（男子名）；约瑟（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）
341 kid 1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342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343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344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345 ladder 1 ['lædə] n.阶梯；途径；梯状物 vi.成名；发迹 vt.在……上装设梯子
346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347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3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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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349 laughs 1 英 [lɑːf] 美 [læf] v. 发笑；笑；嘲笑 n. 笑声；笑；笑料
350 leaders 1 [liː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351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352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353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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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5 legacy 1 ['legəsi] n.遗赠，遗产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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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 lies 1 [laɪ] v. 躺下；位于；在于；平放；存在；延伸；说谎 n. 谎言
358 lifetime 1 ['laiftaim] n.一生；寿命；终生；使用期 adj.一生的；终身的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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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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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362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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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4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348
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luck 1 [lʌk] n.运气；幸运；带来好运的东西 vi.靠运气，走运；凑巧碰上 n.(Luck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卢克；(英)勒克；(法)吕克
366 lyndon 1 n.林登（男子名）
367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368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369 mall 1 [mɔ:l] n.购物商场；林荫路；铁圈球场 n.(Mall)人名；(英)玛尔(女子教名Mary的昵称)；(阿拉伯)迈勒；(尼)马尔
370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71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365

威；进行曲

Marcus 1 ['mɑ:kəs] n.马库斯（男子名）
373 mason 1 ['meisən] n.泥瓦匠；共济会会员（等于freemason） vt.用砖瓦砌成
372

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375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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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7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378 millionaire 1 [,miljə'nεə] n.百万富翁；大富豪 adj.100万以上人口的
379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380 mit 1 [mit] abbr.麻省理工学院（Massachu-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）；制造完整性试验（ManufacturingIntegrityTest）；主指令
374

带，主程序带，主控带（MasterInstructionTape） n.(Mit)人名；(柬)米；(泰)密

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382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83 mortally 1 ['mɔ:təli] adv.致命地；非常
384 motel 1 [məu'tel] n.汽车旅馆 n.(Motel)人名；(德)莫特尔
385 Nebraska 1 [ni'bræskə] n.内布拉斯加州
386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387 neiman 1 尼曼
388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389 nicknames 1 ['nɪkneɪm] n. 绰号； 昵称 v. 给 ... 取绰号
390 Nobel 1 [nəu'bel] n.诺贝尔（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，发明炸药，创设诺贝奖）；诺贝尔（姓氏）
391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392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393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94 occasional 1 [ə'keiʒənəl, əu-] adj.偶然的；临时的；特殊场合的
395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96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397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98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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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0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401 Oxford 1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402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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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1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405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406 peaceful 1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407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408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409 practically 1 ['præktikəli] adv.实际地；几乎；事实上
41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11 priced 1 [praist] adj.[物价]附有定价的 v.给…定价（price的过去分词）
412 princeton 1 ['prinstən] n.普林斯顿（美国新泽西州中部的自治市镇）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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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4
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privilege 1 n.特权；优待 vt.给予…特权；特免
415 prize 1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416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414

的

pronounced 1 [prəu'naunst] adj.显著的；断然的；讲出来的 v.发音；宣告；断言（pronounce的过去分词）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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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17

(泰、缅)布

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420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421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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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3 rd 1 abbr. (DOS命令) 删除空的子目录(=remove directory) abbr. 注册营养师(=Registered Dietitian) abbr. 乡村投递（=rural delivery）
424 recheck 1 [ri:'tʃek, 'ri:tʃek] vt.再核对，再检查
425 recognizes 1 ['rekəɡnaɪz] vt. 承认；认出；意识到；表示感激；识别
426 reject 1 [ri'dʒekt] vt.拒绝；排斥；抵制；丢弃 n.被弃之物或人；次品
427 remembered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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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9 reputation 1 [,repju'teiʃən] n.名声，名誉；声望
430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431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432 revival 1 [ri'vaivəl] n.复兴；复活；苏醒；恢复精神；再生效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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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19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ngs 1 [rɪŋz] n. 吊环 名词ring的复数形式.
435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436 rises 1 [raɪz] vi. 上升；升起；增加；起床；反抗；复活 n. 上升；增加；斜坡；小山
437 rudimentary 1 [,ru:d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步的；退化的；残遗的；未发展的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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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4

名；(英)拉什

saddened 1 ['sædn] v. (使)黯淡；(使)悲伤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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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9

拉伯)赛义德

Salamanca 1 [,sælə'mæŋkə; ,sɑ:lɑ:'mɑ:ŋkɑ:] n.萨拉曼卡（西班牙西北部城市）
442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43 searching 1 ['sə:tʃiŋ] adj.搜索的；透彻的 n.搜索 v.搜索（search的ing形式）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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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41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lective 1 [si'lektiv] adj.选择性的 讲究的 有选择地 有选择性地 仔细挑选地
446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447 shocked 1 adj.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48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449 shorty 1 ['ʃɔ:ti] n.特别短的东西；矮个子（等于shortie） n.(Shorty)人名；(英)肖蒂
450 sh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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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51 singing 1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452 siren 1 ['saiərən] n.汽笛；迷人的女人；歌声动人的女歌手 adj.迷人的 vi.响着警报器行驶 vt.引诱
453 slaying 1 [sleɪ] vt. 杀害；残杀；<俚>使大笑
454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455 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456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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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5

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459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460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461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462 speaker 1 ['spi:kə] n.演讲者；扬声器；说话者；说某种语言的人 n.(Speaker)人名；(英)斯皮克
463 speaks 1 [spiːk] v. 讲；说话；演说；发言
464 speeches 1 [s'piːtʃɪz] 言语
465 spit 1 [spit] vi.吐痰；吐口水；发出劈啪声 vt.吐，吐出；发出；发射 n.唾液
466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467 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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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9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458
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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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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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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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474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475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476 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477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478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479 summit 1 ['sʌmit] n.顶点；最高级会议；最高阶层 adj.最高级的；政府首脑的
480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481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482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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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3

拉伯)塔勒

temple 1 ['templ] n.庙宇；寺院；神殿；太阳穴 n.(Temple)人名；(法)唐普勒；(英)坦普尔
485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486 Tennessee 1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487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488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48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490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491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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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3 tier 1 n.层，排；行，列；等级 vt.使层叠 vi.成递升排列 n.(Tier)人名；(英)蒂尔
494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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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4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onight 1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496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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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8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499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495

500

1 [trʌk] n.卡车；交易；手推车 vi.驾驶卡车；以物易物 vt.交易；以卡车运输 adj.（美）运货汽车的 n.(Truck)人名；(德)特
鲁克

truck

tubular 1 ['tju:bjulə] adj.管状的
502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503 Tullahoma 1 n. 塔拉霍马(在美国；西经 86º12' 北纬 35º21')
504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505 unbelievable 1 [,ʌnbi'li:vəbl] adj.难以置信的；不可信的
506 unfolds 1 英 [ʌn'fəʊld] 美 [ʌn'foʊld] v. 展开；开放；显露
507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ːrsəti] n. 大学
508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0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510 vast 1 [vɑ:st, væst] adj.广阔的；巨大的；大量的；巨额的 n.浩瀚；广阔无垠的空间 n.(Vast)人名；(法)瓦斯特
511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512 volunteer 1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513 warren 1 ['wɔrən, 'wɔ:-] n.养兔场；大杂院；拥挤的地区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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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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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6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17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518 Wharton 1 ['(h)wɔ:tn] n.沃顿（姓氏）；沃顿商学院
519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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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22 Wounded 1 ['wu:ndid] adj.受伤的 n.受伤者，伤员 v.使受伤（wound的过去分词）
523 Yale 1 [jeil] n.耶鲁（男子名）；（美）耶鲁大学；耶鲁弹簧锁（等于Yalelock）
524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25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526 YouTube 1 英 ['juːtjuːb] 美 ['juːt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501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