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0-04-22 词汇表
abandoned 1 [ə'bændənd] adj.被抛弃的；无约束的；恣意放荡的；寡廉鲜耻的 v.抛弃（aband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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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4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5 advantage 1 [əd'vɑ:ntidʒ, əd'væn-] n.优势；利益；有利条件 vi.获利 vt.有利于；使处于优势
6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7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8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9 agreed 3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10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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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airlines 1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13 aka 1 [,ei kei 'ei; 'ækə] abbr.又叫做，亦称（alsoknownas） n.(Aka)人名；(法、塞、土、科特、阿富)阿卡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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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alleyway 1 ['æliwei] n.胡同；小巷；窄街；走廊
16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17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18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9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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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22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23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4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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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ncient 3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27 and 2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8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29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30 Arabia 3 [ə'reibiə] n.阿拉伯半岛（亚洲西南部，等于ArabianPeninsula）
31 architect 1 ['ɑ:kitekt] n.建筑师 缔造者
32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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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34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5 artists 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36 artwork 1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37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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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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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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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tracting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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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

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41

baby

42

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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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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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ckyard 1 ['bæk'jɑ:d] n.后院；后庭
44 bankruptcy 2 ['bæŋkrəptsi] n.破产
45 Banks 1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46 barking 1 ['bɑ:kiŋ] n.狗叫声；[木]剥皮，去皮 v.吠（bark的ing形式）；厉声说出 n.(Barking)人名；(德)巴尔金
47 Barnes 1 [ba:nz] n.巴尔内斯（姓氏）
48 barrel 2 ['bærəl] vt.把……装入桶内 n.桶；枪管，炮管 vi.快速移动 n.(Barrel)人名；(法、意)巴雷尔
49 barrels 6 ['bærəl] n. 桶；枪管；一桶的量；炮管；大量；笔管；汽油桶 vi. 快速移动 vt. 把 ... 装桶
50 basement 1 ['beismənt] n.地下室；地窖
51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52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3 beaches 1 [biːtʃ] n. 海滩；海滨；沙滩 vt. 拖(船)上岸
54 beauty 2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55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56 because 7 [bi'kɔz] conj.因为
57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58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59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60 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61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62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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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65 birds 1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66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43
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blame 2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68 boom 1 [bu:m] vt.使兴旺；发隆隆声 vi.急速发展；发隆隆声 n.繁荣；吊杆；隆隆声 n.(Boom)人名；(法、德)博姆
69 boomed 1 [buːm] n. 繁荣；兴旺；激增；低沉声 n. 帆杠；吊杆；支臂；尾桁；水栅 vi. 急速增长；发出低沉声 vt. 使兴旺；促进
70 broader 1 [b'rɔːdər] adj. 更宽广的，更广阔的，更广泛的（形容词broad的比较级）
71 brutal 1 ['bru:təl] adj.残忍的；野蛮的，不讲理的
72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73 bullfrog 1 ['bulfrɔg] n.[脊椎]牛蛙；菜蛙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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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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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iro 6 ['kaiərəu] n.开罗（埃及首都）
77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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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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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

的）食品罐头

capit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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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1 causing 1 [kɔː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82 chipmunk 1 ['tʃipmʌŋk] n.花栗鼠；[脊椎]金花鼠
79

city 6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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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清除；
83
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86 clip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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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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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

2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lose

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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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 commerce 1 n.贸易；商业；商务
91 commodities 1 英 [kə'mɒdəti] 美 [kə'mɑːdəti] n. 商品；日用品；有价值之物
92 commuter 1 [kə'mju:tə] n.通勤者，经常乘公共车辆往返者；[交]月季票乘客
93 companies 3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94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95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96 conditioning 1 n.调节；条件作用；整修；训练，健身训练 v.以…为条件（condition的ing形式）
97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98 consuming 1 [kən'sju:miŋ] adj.消费的；强烈的 v.消耗（consume的ing形式）
99 cooler 1 n.冷却器；清凉剂 adj.更冷的（cool的比较级）
100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01 corner 1 ['kɔ:nə] n.角落，拐角处；地区，偏僻处；困境，窘境 vi.囤积；相交成角 vt.垄断；迫至一隅；使陷入绝境；把…难住 n.
88

(Corner)人名；(法)科尔内；(英)科纳

corona 4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103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04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105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106 crowd 1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107 crude 4 [kru:d] adj.粗糙的；天然的，未加工的；粗鲁的 n.原油；天然的物质
108 curbs 1 英 [kɜːb] 美 [kɜːrb] n. 路边；克制；勒马绳 vt. 抑制；勒住；牵(狗)到合适地方大小便
109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110 cut 3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102
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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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11

土)达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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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115 deeper 1 ['diː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116 delve 1 [delv] vi.钻研；探究；挖 vt.钻研；探究；挖 n.穴；洞 n.(Delve)人名；(英)德尔夫
117 demand 7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118 destination 1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119 detail 1 ['di:teil, di'teil] n.细节，详情 vt.详述；选派 vi.画详图
12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21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22 digs 1 [digz] n.挖；寓所；住所；嘲讽（dig的复数） v.挖掘；摸索（dig的三单形式）
123 doctor 2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113

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125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26 d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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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27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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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4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wntown 1 ['daun'taun] adv.往闹市区；在市区 adj.市中心的 n.市中心区；三分线以外
130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131 dragged 1 v.制动；拖动；打滑；松懈
132 dramatically 1 adv.戏剧地；引人注目地 adv.显著地，剧烈地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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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4 dropped 2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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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6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137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138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139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140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141 egyptians 1 [iː'dʒɪpʃən] n. 埃及人；古埃及语 名词Egyptian的复数形式.
142 EL 1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143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144 end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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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 endless 1 ['endlis] adj.无止境的；连续的；环状的；漫无目的的
146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47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148 essentially 2 [i'senʃəli] adv.本质上；本来
149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150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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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ry 3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53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154 everyone 2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55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156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157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158 export 1 [ik'spɔ:t, 'eks-, 'ekspɔ:t] n.输出，出口；出口商品 vi.输出物资 vt.输出，出口
159 exposure 1 [ik'spəuʒə] n.暴露；曝光；揭露；陈列
160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161 facade 1 [fə'sɑ:d] n.正面；表面；外观
162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163 fallen 2 ['fɔ:lən] adj.堕落的；落下来的；陷落的 v.落下；跌倒（fall的过去分词）
164 family 3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165 female 5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66 file 1 n.文件；档案；文件夹；锉刀 vt.提出；锉；琢磨；把…归档 vi.列队行进；用锉刀锉 n.(File)人名；(匈、塞)菲莱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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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

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169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170 first 3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168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172 for 1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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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1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reefall 1 [f'riːfɔːl] n. 自由下落(惯性运动)
175 friends 2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176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77 furth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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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 futures 1 [f'juːtʃəz] n. 期货 名词future的复数形式.
179 gasoline 1 ['gæsəli:n] n.汽油
180 gestation 2 [dʒes'teiʃən] n.酝酿；怀孕；妊娠期
181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82 gets 2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183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184 global 5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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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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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gradually 1 ['grædjuəli] adv.逐步地；渐渐地
189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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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191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192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193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194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95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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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6 hash 1 [hæʃ] n.剁碎的食物；混杂，拼凑；重新表述 vt.搞糟，把…弄乱；切细；推敲 n.(Hash)人名；(阿拉伯、保、英)哈什；
186

(西)阿什

hatch 1 [hætʃ] n.孵化；舱口 vt.孵；策划 vi.孵化 n.(Hatch)人名；(西)阿奇；(英)哈奇
198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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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200 he 4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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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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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

普

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204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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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

名；(英)海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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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7 his 7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08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206

hive 1 [haiv] vi.群居；入蜂房；生活在蜂房中 n.蜂房，蜂巢；热闹的场所；熙攘喧闹的人群 vt.入蜂箱；贮备
210 ho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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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9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211

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house

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213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14 huge 2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215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216 hungry 1 ['hʌŋgri] adj.饥饿的；渴望的；荒年的；不毛的
217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212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19 imposing 1 [im'pəuziŋ] adj.（建筑物等）壮观的；威风的；（仪表）堂堂的；给人深刻印象的 v.impose的ing形式
220 in 27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2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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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audible 1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22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223 incredibly 1 [in'kred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非常地
224 Indiana 1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225 indicate 1 ['indikeit] vt.表明；指出；预示；象征
226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227 initially 1 [i'niʃəli] adv.最初，首先；开头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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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Instagram 1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230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231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221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ervened 1 英 [ˌɪntə'viːn] 美 [ˌɪntər'viːn] vi. 干涉；干预；介入；调停；插入；阻挠
233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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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intricate 1 ['intrikət] adj.复杂的；错综的，缠结的
235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36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237 it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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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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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nformationtechnology

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39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240 jar 1 [dʒɑ:] n.罐；广口瓶；震动；刺耳声 vi.冲突；不一致；震惊；发刺耳声 vt.震动；刺激；使震动 n.(Jar)人名；(罗)扎尔
241 Jason 1 ['dʒeisən] n.詹森（男子名）
242 join 2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243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244 journey 2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245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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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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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areem 5 卡里姆（人名）
247 keep 2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248 kicking 1 ['kikiŋ] n.踢腿；反撞 adj.活泼热烈的；激动人心的 v.踢；反冲；加速；活跃（kick的ing形式）
246

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50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251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252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253 layers 1 ['leɪəs] n.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.
254 leaf 1 [li:f] n.叶子；（书籍等的）一张；扇页 vi.生叶；翻书页 vt.翻…的页，匆匆翻阅 n.(Leaf)人名；(英)利夫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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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249
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like 2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258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259 linings 1 n. 衬里；内里；套筒（lining的复数）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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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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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263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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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57

(英)利文

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265 loc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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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6 locals 1 ['ləʊklz] n. 当地
267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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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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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269 longest 2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270 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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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68
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271

lower 2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machines 1 [mə'ʃiːn] n. 机器；做事效率高的人；工具；车辆 v. 以机器制造
273 mad 1 [mæd] adj.疯狂的；发疯的；愚蠢的；着迷的 n.狂怒
274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275 magnificent 1 [mæg'nifisənt] adj.高尚的；壮丽的；华丽的；宏伟的
276 make 2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272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278 mal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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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9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80 market 6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281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ːr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282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283 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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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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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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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286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287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288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289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277

memories 1 ['memərɪz] n.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.
291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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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3 million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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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4 minus 1 ['mainəs] prep.减，减去 n.负号，减号；不足；负数 adj.减的；负的 n.(Minus)人名；(英)米纳斯
295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296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297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298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299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00 mt 2 abbr.磁带（MagneticTape）；平均时间（MeanTime）；军事训练（MilitaryTraining）；主计时器（MasterTimer）
301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302 mundane 1 [,mʌn'dein, 'mʌnd-] adj.世俗的，平凡的；世界的，宇宙的
303 mushrooming 1 ['mʌʃrʊmɪŋ] n. 迅速增长；激烈增殖 动词mushroom的现在分词形式.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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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5 name 2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290

(姓)；(英)内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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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7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0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309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310 negative 2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311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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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3 nex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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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4 Nile 1 [nail] n.尼罗河（位于非洲）
315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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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306
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318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19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20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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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1 oak 1 [əuk] n.橡树；橡木色；橡木家具 adj.栎树的；栎木制的 n.(Oak)人名；(英)奥克
322 observing 1 [əb'zəviŋ, ɔb-] adj.观察的；注意的；观察力敏锐的 v.观察；遵守（observe的ing形式）
323 of 4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24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25 oil 26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326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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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7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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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8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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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opec 4 ['əupek] abbr.石油输出国家组织（OrganizationofPetroleumExportingCountries）
331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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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2 ornate 1 [ɔ:'neit] adj.华丽的；装饰的；（文体）绚丽的
327

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34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35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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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3

灭；驱逐

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337 output 1 ['autput, ,aut'put] n.输出，输出量；产量；出产 vt.输出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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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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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36

西、土)奥韦尔
340

paint 1 vt.油漆；绘画；装饰；涂色于；描绘；（用语言，文字等）描写；擦脂粉等 vi.油漆；描绘；绘画；化妆 n.油漆；颜
料，涂料；绘画作品；胭脂等化妆品；色彩，装饰 n.潘（人名）

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342 paralyzed 1 ['pærəlaizd] adj.瘫痪的；麻痹的 v.使麻痹；使无力；使失去勇气（paralyze的过去分词）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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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1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ssionate 1 ['pæʃənit] adj.热情的；热烈的，激昂的；易怒的
345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346 pause 1 [pɔ:z] n.暂停；间歇 vi.暂停，停顿，中止；踌躇 n.(Pause)人名；(德)保泽
347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348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49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350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351 period 2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352 perspective 1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353 perspectives 1 [pəs'pektɪvz] 视角
354 petroleum 1 [pi'trəuliəm, pə-] n.石油
355 pH 6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356 photographer 1 [fə'tɔgrəfə] n.摄影师；照相师
357 photographers 3 n. 摄影师；摄像师（photographer的复数）
358 photographs 1 英 ['fəʊtəgræfs] 美 ['foʊtəgræfs] n.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.
359 photography 1 [fə'tɔgrəfi] n.摄影；摄影术
360 pickles 1 ['pɪklz] n. 泡菜 名词pickle的复数形式.
361 picture 2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362 plac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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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63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364 plummeted 1 ['plʌmɪt] n. 铅锤；铅垂线 vi. 垂直落下；暴跌
365 plus 3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366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367 pooling 1 ['puːlɪŋ] n. 联营 动词pool的现在分词形式.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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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370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371 presidency 1 ['prezidənsi] n.总统（或董事长、会长、大学校长等）的职位（任期）；管辖；支配
372 price 5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373 prices 10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374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344

producers 2 生产性
376 production 5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377 products 2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378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379 pursuit 1 [pə'sju:t] n.追赶，追求；职业，工作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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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75

(泰、缅)布

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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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3 pyramid 1 ['pirəmid] n.金字塔；角锥体 vi.渐增；上涨；成金字塔状 vt.使…渐增；使…上涨；使…成金字塔状
384 quar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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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5 ramping 1 [ræmpɪŋ] n. 暴跳；乱撞；恐吓 动词ramp的现在分词.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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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7 reached 1 到达
388 reacted 1 [ri'ækt] v. 反应；反攻
38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390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391 reduce 2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392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393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394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395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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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6 reserves 1 [rɪ'zɜːvz] n. 储量 名词reserve的复数形式.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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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8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399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381

辛；(英)赖辛

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401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400
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roots 1 [ruːt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403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402

人名；(英)朗宁
4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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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ussia 3 ['rʌʃə] n.俄罗斯
406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407 sappy 1 ['sæpi] adj.精力充沛的；树液多的；愚笨的
408 Saturday 3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409 saudi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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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0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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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05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13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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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12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415

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17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418 s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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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9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20 shale 1 [ʃeil] n.[岩]页岩；泥板岩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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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6

话·威妥玛)

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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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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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5 sized 1 [saizd] adj.有…大小的 v.相比（size的过去分词）；按大小分类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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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24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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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8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429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430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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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7
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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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2 sprawling 1 ['sprɔ:liŋ] adj.蔓生的，不规则地伸展的 v.（手脚）不自然地伸开；笨拙地爬（sprawl的现在分词）
433 stabilize 1 ['steibilaiz] vt.使稳固，使安定 vi.稳定，安定
434 stable 1 ['steibl] n.马厩；牛棚 adj.稳定的；牢固的；坚定的 vi.被关在马厩 vt.赶入马房 n.(Stable)人名；(英)斯特布尔
435 standstill 1 ['stændstil] n.停顿；停止
436 started 4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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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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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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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0 stayi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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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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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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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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2

stock 4 n.股份，股票；库存；血统；树干；家畜 adj.存货的，常备的；平凡的 vt.进货；备有；装把手于… vi.囤积；办货；出
新芽 n.(Stock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施托克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斯托克

stood 1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44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445 streets 1 [st'riːts] 街道
446 strong 2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447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48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449 surge 1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450 surplus 1 ['sə:plʌs, -pləs] n.剩余；[贸易]顺差；盈余；过剩 adj.剩余的；过剩的
451 sway 1 [swei] vt.影响；统治；使摇动 vi.影响；摇摆 n.影响；摇摆；统治 n.(Sway)人名；(以)斯韦
452 sweet 1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453 tag 1 [tæg] n.标签；名称；结束语；附属物 vt.尾随，紧随；连接；起浑名；添饰 vi.紧随 n.(Tag)人名；(丹)塔；(阿拉伯)塔杰
454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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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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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售得金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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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56 tea 1 [ti:] n.茶叶；茶树；茶点 vt.给…沏茶 vi.喝茶；进茶点 n.(Tea)人名；(柬)迪
455

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458 terrible 1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459 texas 2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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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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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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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2 the 7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463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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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4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465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466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67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468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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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0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471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472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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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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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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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474

to

40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476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477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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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478

tour 1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480 trading 1 ['treidiŋ] n.交易；贸易；购物 adj.交易的；贸易的 v.交换（trade的ing形式）；做买卖
481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482 translate 1 vt.翻译；转化；解释；转变为；调动 vi.翻译
483 treasures 1 英 ['treʒə(r)] 美 ['treʒər] n. 财富；宝物 vt. 珍藏；珍视
484 tree 3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485 trip 2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486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487 trum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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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8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489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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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turtle 1 ['tə:tl] n.龟，甲鱼；海龟 n.(Turtle)人名；(英)特特尔
491 turtles 1 英 ['tɜːtl] 美 ['tɜːrtl] n. 高翻领；【动】龟，海龟 v. 倾覆，翻身；捕龟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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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3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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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）

unexpected 1 [,ʌnik'spektid] adj.意外的，想不到的
495 unidentified 9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496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497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494

untrained 1 [ˌʌn'treɪnd] adj. 未受过训练的
499 unveil 1 vt.使公之于众，揭开；揭幕 vi.除去面纱；显露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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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1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02 us 1 pron.我们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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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4 vacations 1 [və'keɪʃn] n. 假期；休假；腾出 vi. 度假
505 Vernon 2 ['və:nən] n.弗农（男子名）
506 very 2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507 victorious 1 [vik'tɔ:riəs] adj.胜利的；凯旋的
508 vide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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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9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510 virtual 1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511 virus 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512 volatility 1 [,vɔlə'tiliti] n.[化学]挥发性；易变；活泼
513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514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515 walks 2 ['wɔːks] n. 脚步；小路 名词walk的复数形式.
516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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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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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19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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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0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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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522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523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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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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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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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527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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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9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530 whole 2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531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532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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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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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4 wombat 1 ['wɔmbət, -bæt] n.[脊椎]袋熊
535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36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526

旺德（人名）

wonders 1 ['wʌndəz] n. 奇观 wonder的复数形式.
538 wooden 1 ['wudən] adj.木制的；僵硬的，呆板的
539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40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41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537

人名；(英)朗

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43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44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545 you 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46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5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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