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0-04-03 词频表
the 9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and 4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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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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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
informationtechnology

is 2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5 of 2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6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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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

通话·威妥玛)

desert 2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8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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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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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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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1 for 1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2 there 1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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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On 15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9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ar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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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bu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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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w 1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8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9 as 8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20 because 8 [bi'kɔz] conj.因为
21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22 back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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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向后
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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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re 7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4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5 or 7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26 whe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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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28 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29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30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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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32 n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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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shaped 6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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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27

稍微

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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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about 5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35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ctivity 5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38 Arabian 5 [ə'reibiən] adj.阿拉伯的；阿拉伯人的 n.阿拉伯人
39 dogs 5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40 have 5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41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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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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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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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 virus 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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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 Abu 4 abbr.亚洲广播联盟（AsianBroadcastUnion） n.(Abu)人名；(葡、哈萨、塔吉、吉尔、乌兹、阿塞、土库)阿布
47 al 4 [ɑ:l] abbr.美国联盟（AmericanLeague）；美国军团（AmericanLegion）；阿尔巴尼亚（Albania，欧洲一国家名）；美国亚拉
43

巴马州（Alabama） n.(Al)人名；(英)阿尔(Albert在美国的昵称)
48

can 4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depends 4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50 economic 4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51 economy 4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52 empty 4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53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54 g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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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largest 4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56 march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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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游行示威；
55

进行曲

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58 mo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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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57

以)莫雷

pH 4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60 picture 4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61 quickly 4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62 recovery 4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63 second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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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9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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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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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 up 4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67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68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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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71 actually 3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72 ahmad 3 阿哈默德(穆罕默德在《古兰经》中的名称)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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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75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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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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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76

before

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78 business 3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7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0 c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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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82 economists 3 [ɪ'kɒnəmɪsts] 经济理论界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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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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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成为相等
77
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Friday 3 ['fraidi] n.星期五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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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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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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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89 jobs 3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90 known 3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91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92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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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lost 3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94 no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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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5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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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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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

灭；驱逐
9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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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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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 recession 3 [ri'seʃən] n.衰退；不景气；后退；凹处
101 recover 3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102 rub 3 [rʌb] vt.擦；摩擦；惹怒 vi.擦；摩擦；擦破 n.摩擦；障碍；磨损处 n.(Rub)人名；(捷)鲁布
103 sand 3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99
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scenario 3 n.方案；情节；剧本；设想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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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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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107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108 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109 videotape 3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11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111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112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113 whi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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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115 within 3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116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117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118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106

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120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21 amro 2 (=Association of Medical Record Officers) 医学档案员协会
122 Arab 2 ['ærəb] adj.阿拉伯的 n.阿拉伯人；阿拉伯马
123 Arabia 2 [ə'reibiə] n.阿拉伯半岛（亚洲西南部，等于ArabianPeninsula）
124 bashing 2 ['bæʃiŋ] n.猛击，抨击；用废矸石充填采空区 v.怒殴（bash的ing形式）
125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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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128 businesses 2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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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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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1 camel 2 ['kæməl] n.[畜牧][脊椎]骆驼；打捞浮筒；工作作风官僚 adj.驼色的；暗棕色的 vi.工作刻板平庸 n.(Camel)人名；(法)卡梅
119

尔；(阿拉伯)卡迈勒

claims 2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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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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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onsumer 2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135 contained 2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136 culture 2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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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34

土)达伊

destination 2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139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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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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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8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une 2 [dju:n] n.（由风吹积而成的）沙丘
142 emirates 2 United Arab Emirates (on the Trucial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)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(位于波斯湾)
143 exactly 2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144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145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141

普

hi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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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47 historic 2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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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46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initial 2 [i'niʃəl] adj.最初的；字首的 vt.用姓名的首字母签名 n.词首大写字母
150 jobless 2 ['dʒɔblis] adj.失业的，无业的；（关于）失业者的 n.失业者
151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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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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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iterally 2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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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4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152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15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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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(英)卢克

Lucas 2 ['lu:kəs] n.卢卡斯（男子名，等于Luke）
157 Maine 2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156

male 2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159 manager 2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160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61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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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163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164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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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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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6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167 noise 2 [nɔiz] n.[环境]噪音；响声；杂音 vt.谣传 vi.发出声音；大声议论 n.(Noise)人名；(英)诺伊斯
168 northern 2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169 Oman 2 [əu'mɑ:n] n.阿曼（西南亚国家）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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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58

西、土)奥韦尔

paw 2 [pɔ:] vt.抓，扒；亲昵地抚摸 vi.用爪子抓；翻找 n.爪子；手
172 person 2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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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

莱斯

plenty 2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175 Princeville 2 n. 普林斯维尔(在加拿大；西经 71º52' 北纬 46º10')
176 quarter 2 ['kwɔ:tə] n.四分之一；地区；季度；一刻钟；两角五分；节 vi.住宿；驻扎 vt.将…四等分；供某人住宿 num.四分之一
177 racing 2 ['reisiŋ] n.赛马；竞赛 vi.赛马（race的ing形式）；竞赛 adj.比赛的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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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 record 2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174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saudi 2 adj.沙特阿拉伯（人或语）的； n.沙特阿拉伯人 n.SaudiArabianAirlines的简称，沙特阿拉伯航空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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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 severe 2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183 shape 2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184 sharp 2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180
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185

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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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肖

sled 2 [sled] n.雪橇 vi.乘雪橇；用雪橇运 vt.用摘棉机摘；用雪橇运
187 started 2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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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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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

的）售得金额

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191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192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193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194 unemployment 2 [,ʌnim'plɔimənt] n.失业；失业率；失业人数
195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196 unknown 2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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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 voice 2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190

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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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201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202 worldwide 2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203 Yemen 2 ['jemən] n.也门（西南亚国家）
204 accounted 1 [ə'kɑʊntɪd] adj. 记账的；报告的 动词accou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05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206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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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 airplanes 1 飞机
209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210 alphabet 1 n.字母表，字母系统；入门，初步 n.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，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，旨在使其当下主
199

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。

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212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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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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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16 apache 1 [ə'pætʃi] n.阿帕切族（美洲印第安部族）
217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218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219 arabic 1 ['ærəbik] adj.阿拉伯的；阿拉伯人的 n.阿拉伯语
220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221 aren 1 阿伦
222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23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224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225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26 bark 1 [bɑ:k] n.树皮；深青棕色；毛皮；皮肤；狗叫 vt.狗叫；尖叫；剥皮 n.(Bark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捷、法、芬、瑞典)巴
211

克；(阿拉伯、俄)巴尔克

barren 1 ['bærən] adj.贫瘠的；不生育的；无益的；沉闷无趣的；空洞的 n.荒地 n.(Barren)人名；(西、英)巴伦
228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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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

特

betting 1 ['betiŋ] n.打赌；赌博 v.打赌（bet的ing形式）；断言
231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232 blurry 1 ['blə:ri] adj.模糊的；污脏的；不清楚的
233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234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235 bottom 1 ['bɔtəm] n.底部；末端；臀部；尽头 adj.底部的 vt.装底；测量深浅；查明真相 vi.到达底部；建立基础 n.(Bottom)人名；
230

(英)博顿

bounce 1 [bauns] n.跳；弹力；活力 vt.弹跳；使弹起 vi.弹跳；弹起，反跳；弹回
237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238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239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240 bumps 1 [bʌmp] v. 碰撞；颠簸而行；提高 n. 肿块；撞击；表面隆起 adv. 突然的；猛烈的
236

calls 1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242 camels 1 ['kæməlz] n. 骆驼（名词camel的复数形式）
243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244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245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246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247 caused 1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248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249 Ceos 1 n.喀俄斯岛（希腊神话地名）
250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251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252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253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254 Christine 1 ['kristi:n] n.克莉丝汀（女子名）
25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256 clearer 1 ['kliərə] n.[助剂]澄清剂；清洁器 adj.更清楚的
257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258 climbing 1 ['klaimiŋ] adj.上升的；攀缘而登的 n.攀登 v.爬（climb的ing形式）
259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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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1

梅

confidence 1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262 consumers 1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263 contagious 1 [kən'teidʒəs] adj.感染性的；会蔓延的
264 contaminated 1 英 [kən'tæmɪneɪtɪd] 美 [kən'tæməneɪtɪd] adj. 受污染的 动词conta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65 continuous 1 [kən'tinjuəs] adj.连续的，持续的；继续的；连绵不断的
266 contracted 1 [kən'træktid] adj.契约的；收缩了的；狭小的 v.使收缩；订契约（contr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67 contracts 1 英 ['kɒntrækt] 美 ['kɑːntrækt] n. 合同；婚约；合约；契约 v. 缩小；订合同；缩短；感染（疾病）；招致
268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69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270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271 counties 1 ['kaʊnti] n. 郡；县 adj. 有郡中豪绅习气的
272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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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4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275 crossed 1 [krɔst] adj.交叉的；划掉的；十字形的 v.交叉；越过（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76 curry 1 vt.用咖喱烧，给…加咖喱粉；梳刷；鞭打 n.咖哩粉，咖喱；咖哩饭菜
277 curtail 1 [kə:'teil] vt.缩减；剪短；剥夺…特权等
278 cutback 1 ['kʌtbæk] n.减少，削减；情节倒叙
279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280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281 defeats 1 [dɪ'fiːt] n. 挫败；败北 vt. 战胜；击败；使...不能实现
282 deliveries 1 [dɪ'lɪvərɪz] n. 递送的货物；分娩（名词delivery的复数形式）
283 delivery 1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284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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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286 depression 1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287 desolate 1 ['desələt, 'desəleit] adj.荒凉的；无人烟的 vt.使荒凉；使孤寂
288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28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290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291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292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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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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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mestic 1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294 dominates 1 英 ['dɒmɪneɪt] 美 ['dɑːmɪneɪt] v. 支配；控制；统治；占优势；俯视；高耸于
295 dreaded 1 ['dredɪd] adj. 令人畏惧的 dread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形式.
296 driver 1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297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298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299 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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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1 dunes 1 [djuːnz] n. 沙丘 名词dune的复数形式.
302 earns 1 英 [ɜːn] 美 [ɜːrn] vt. 赚得；赢得；获得
303 eart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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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4 effectiveness 1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305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293
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elderly 1 ['eldəli] adj.上了年纪的；过了中年的；稍老的
307 em 1 [em] n.西文排版行长单位 adj.全身长的 pron.他们（等于them） abbr.地球质量（earthmass）；放射（emanation）；电子邮件
306

（email） n.(Em)人名；(德、挪、罗、土)埃姆；(柬)恩

emptiness 1 ['emptinis] n.空虚；无知
309 encyclopedias 1 [ensaɪklə'piːdiəz] 类书
310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311 enjoying 1 [end'ʒɔɪɪŋ] v. 享受，享有（动词enjoy的现在进行式）
312 enormous 1 [i'nɔ:məs] adj.庞大的，巨大的；凶暴的，极恶的
313 equally 1 ['i:kwəli] adv.同样地；相等地，平等地；公平地
314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315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316 evaporate 1 [i'væpəreit] vt.使……蒸发；使……脱水；使……消失 vi.蒸发，挥发；消失，失踪
317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318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319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320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321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322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323 explorer 1 n.探险家；勘探者；探测器；[医]探针
324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325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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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

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328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329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330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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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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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3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327
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floating 1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335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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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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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8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339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340 generosity 1 [,dʒenə'rɔsəti] n.慷慨，大方；宽宏大量
341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342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343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344 Gobi 1 ['gəubi] n.戈壁沙漠 n.(Gobi)人名；(俄)戈比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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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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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37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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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8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349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350 groceries 1 n.杂货；食品；生活用品
351 gross 1 [grəus] adj.总共的；粗野的；恶劣的；显而易见的 vt.总共收入 n.总额，总数 n.(Gr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葡、西、
347

俄、芬、罗、捷、匈)格罗斯
352

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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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4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355 hannah 1 ['hænə] n.汉娜（女子名）
356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357 harsh 1 [hɑ:ʃ] adj.严厉的；严酷的；刺耳的；粗糙的；刺目的 n.(Harsh)人名；(英)哈什
358 helpers 1 ['helpəz] 辅助工
359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360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361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353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363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364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365 hockey 1 ['hɔki] n.曲棍球；冰球 n.(Hockey)人名；(英)霍基
366 hoof 1 [hu:f] vi.步行；踢；跳舞 vt.用蹄踢；步行 n.蹄；人的脚
367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362

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369 husky 1 ['hʌski] adj.声音沙哑的；有壳的；强壮的 n.强壮结实之人；爱斯基摩人
370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371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372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373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374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375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376 infecting 1 [ɪn'fekt] vt. 传染；感染
377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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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9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380 Iraq 1 [i'rɑ:k; i'ræk] n.伊拉克（西南亚国家）
381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368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rdan 1 ['dʒɔ:dən] n.约旦（阿拉伯北部的国家）；乔丹（男子名）
383 jumping 1 ['dʒʌmpiŋ] adj.跳跃的 n.障碍 vi.跳（jump的ing形式）
384 junior 1 ['dʒu:njə] adj.年少的；后进的；下级的 n.年少者，晚辈；地位较低者；大学三年级学生 n.(Junior)人名；(英)朱尼尔；(德)
382

尤尼奥尔

Kalahari 1 [,ka:la:'ha:ri] n.喀拉哈里沙漠（非洲南部的沙漠高原）
386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387 knees 1 [niː] n. 膝盖；膝关节
388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385

拉博

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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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91 layoffs 1 n. 裁员；解雇
392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393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394 lining 1 ['lainiŋ] n.衬里；内层；衬套
395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389

(英)利文

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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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6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39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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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399

make

4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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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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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403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404 medications 1 [medɪ'keɪʃnz] 药物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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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6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407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401

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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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9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10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411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412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408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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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5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416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417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418 nestled 1 ['nesl] v. 依偎；（舒适地）安顿
419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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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1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422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423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424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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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5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426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427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428 orders 1 英 ['ɔːdə(r)] 美 ['ɔː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
413

餐；预定，订货

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430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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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9

夜

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433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434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435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436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437 peak 1 [pi:k] n.山峰；最高点；顶点；帽舌 vt.使达到最高点；使竖起 vi.消瘦；到达最高点；变憔悴 adj.最高的；最大值的 n.
432

(Peak)人名；(英)皮克

peninsula 1 [pi'ninsjulə] n.半岛
439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440 polar 1 ['pəulə] adj.极地的；两极的；正好相反的 n.极面；极线 n.(Polar)人名；(德、西)波拉尔
441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442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443 practically 1 ['præktikəli] adv.实际地；几乎；事实上
444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445 predicting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446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447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448 proves 1 [pruːv] v. 证明；检验；结果是；发酵
449 psychological 1 [,psaikə'lɔdʒikəl] adj.心理的；心理学的；精神上的
438

4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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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泰、缅)布

qasr 1 n. 盖斯尔(在约旦；东经 35º45' 北纬 31º19')；阿拉伯宫殿
452 ramp 1 [ræmp] n.斜坡，坡道；敲诈 vi.蔓延；狂跳乱撞；敲诈 vt.敲诈；使有斜面
453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451

于；来回走动

r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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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5 reaching 1 [riː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456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45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458 records 1 [rɪ'kɔː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459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460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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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2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463 resort 1 [ri'zɔ:t] n.凭借，手段；度假胜地；常去之地 vi.求助，诉诸；常去；采取某手段或方法
464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465 reveals 1 [rɪ'viːl] vt. 显示；透露；揭示；展现 n. (外墙与门或窗之间的)窗侧；门侧；(汽车的)窗框
466 Romans 1 ['rəumənz] n.《罗马书》（《圣经·新约》中的一卷）
467 ruf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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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54

(德、西、意、匈、瑞典)鲁夫；(法)吕夫；(英)拉夫
46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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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ush

Sahara 1 [sə'hɑ:rə; -'heə-] n.撒哈拉沙漠（位于非洲北部）；荒野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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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9

拉伯)赛义德

sarab 1 n. 塞赖卜(在沙特阿拉伯；东经 41º53' 北纬 19º18')
472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73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74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475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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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71

(英)西尼尔

shapes 1 [ʃeɪp] n. 形状；形式；身材；定形 vt. 塑造；定形；使 ... 成形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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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

话·威妥玛)

shouting 1 ['ʃəutiŋ] n.大喊大叫 vi.大喊大叫（shout的现在分词）
480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481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482 silver 1 ['silvə] n.银；银器；银币；银质奖章；餐具；银灰色 adj.银的；含银的；有银色光泽的；口才流利的；第二十五周年的
479

婚姻 vi.变成银色 vt.镀银；使有银色光泽 n.(Silver)人名；(法)西尔韦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西尔弗

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4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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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5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486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487 soup 1 [su:p] n.汤，羹；马力 vt.加速；增加马力
488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489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483

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491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492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493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490

直角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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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5 stays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496 steven 1 ['sti:vən] n.史蒂文（男子名）
497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498 stretches 1 [stretʃ] v. 伸展；延伸；张开；夸大 n. 伸展；张开；弹性；一段时间；<俚>刑期 adj. 可伸缩的
499 stretching 1 ['stretʃɪŋ] n. 拉伸 动词stret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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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94

(德)施特鲁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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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2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503 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504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505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506 surfaces 1 英 ['sɜːfɪs] 美 ['sɜːrfɪs] n. 表面；外表；平面 adj. 表面的；肤浅的 vt. 在 ... 上加表层；使 ... 成平面 vi. 浮到水面；显
501

露；在表面工作

survey 1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508 symptoms 1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509 tail 1 [teil] n.尾巴；踪迹；辫子；燕尾服 vt.尾随；装上尾巴 vi.跟踪；变少或缩小 adj.从后面而来的；尾部的
510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511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512 ta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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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13 tat 1 vt.梭织，梭编 n.转移活化基因；粗麻布；轻击
514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515 terrain 1 [te'rein, tə-, 'terein] n.[地理]地形，地势；领域；地带
516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517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518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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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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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kfully 1 ['θæŋkfulli] adv.感谢地；感激地
520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21 thesiger 1 n.(Thesiger)人名；(英)塞西杰
522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23 thin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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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24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525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26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527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528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529 toll 1 n.通行费；代价；钟声；伤亡人数 vt.征收；敲钟 vi.鸣钟；征税
530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31 trail 1 vt.追踪；拖；蔓延；落后于 n.小径；痕迹；尾部；踪迹；一串，一系列 vi.飘出；蔓生；垂下；拖曳 n.(Trail)人名；(英)
519

特雷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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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34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535 treasury 1 ['treʒəri, 'trei-] n.国库，金库；财政部；宝库
536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537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38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539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54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41 uncertain 1 [,ʌn'sə:tən] adj.无常的；含糊的；靠不住的；迟疑不决的
542 uncertainty 1 [,ʌn'sə:tənti] n.不确定，不可靠
543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544 unidentified 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45 universal 1 [,ju:ni'və:səl] adj.普遍的；通用的；宇宙的；全世界的；全体的 n.一般概念；普通性
546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47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548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49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550 Victoria 1 [vik'tɔ:riə] n.维多利亚（女子名）
551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552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553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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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5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556 wilfred 1 ['wilfrid] n.威尔弗雷德（男子名）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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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8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59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532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560

working

561

worst

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
(英、德)沃斯特

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563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564 YouTube 1 英 ['juːtjuːb] 美 ['juːt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562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