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0-04-24 词频表
the 7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39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1

通话·威妥玛)

of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and 3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5 in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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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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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we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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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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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 i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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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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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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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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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eople 1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3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4 from 1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5 re 1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16 river 1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17 be 1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8 hav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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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need 10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20 surfing 10 ['sə:fiŋ] n.冲浪游戏 v.冲浪（surf的ing形式）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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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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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Hong 9 [hɔŋ] n.（中国、日本的）行，商行 n.(Hong)人名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鸿；(柬)洪
24 there 9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25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6 waves 8 [weivz] n.[物][军]波（wave的复数形式） v.波动；起伏（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挥动
27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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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
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cnn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29 Kong 7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30 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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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

灭；驱逐

two 7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32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33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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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

的）食品罐头

d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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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5 jellyfish 6 ['dʒelifiʃ] n.水母；[无脊椎]海蜇；软弱无能的人
36 Lu 6 abbr.手太阴肺经 n.(Lu)人名；(缅、柬)卢
37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4

Singapore 6 [,siŋgə'pɔ:] n.新加坡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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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stout 6 [staut] adj.结实的；矮胖的；勇敢的；激烈的 n.矮胖子；烈性啤酒 n.(Stout)人名；(英)斯托特
41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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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wave 6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38

示意；卷曲
43

when 6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Cities 5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45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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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47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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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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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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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 or 5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51 pandemic 5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52 righ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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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6

人名；(英)赖特

sport 5 [spɔ:t] n.运动；游戏；娱乐；运动会；玩笑 vi.游戏 vt.游戏；参加体育运动；夸耀 adj.运动的
54 start 5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5 virus 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56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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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anothe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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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 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59 cases 4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60 clip 4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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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isease 4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62 dow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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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had 4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64 herd 4 [hə:d] n.兽群，畜群；放牧人 vi.成群，聚在一起 vt.放牧；使成群 n.(Herd)人名；(英、芬)赫德
65 immune 4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66 immunity 4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67 lockdown 4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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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Montana 4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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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3

以)莫雷

nex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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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73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74 schools 4 [s'kuːl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75 surf 4 [sə:f] n.海浪，拍岸浪 vt.在…冲浪 vi.作冲浪运动 n.(Surf)人名；(英)瑟夫
76 surfboard 4 ['sə:fbɔ:d] n.冲浪板 vi.以冲浪板滑水
77 Sweden 4 ['swi:dən] n.瑞典（欧洲国家）
78 tale 4 [teil] n.故事；传说；叙述；流言蜚语 n.(Tale)人名；(塞)塔莱
71

throu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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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 under 4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81 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82 Venice 4 ['venis] n.威尼斯（意大利港市）
83 video 4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84 wear 4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85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86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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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whil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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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89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90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91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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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 Asian 3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93 away 3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94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95 both 3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79

匈)博特

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97 corona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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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98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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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 endless 3 ['endlis] adj.无止境的；连续的；环状的；漫无目的的
101 future 3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102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03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104 Italy 3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105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06 just 3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9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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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i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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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 masks 3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109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10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111 ocean 3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112 outbreak 3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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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riding 3 ['raidiŋ] n.骑马；骑术 v.骑；乘坐（ride的现在分词） n.(Riding)人名；(英)赖丁
115 room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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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14
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seen 3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117 snowflake 3 ['snəufleik] n.雪花；雪片莲；雪巫
118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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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6

>稍微
120

standing

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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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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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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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

still

122

than

3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124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125 yet 3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126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27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128 banned 2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129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30 Borders 2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131 breaker 2 ['breikə] n.[电]断路器；打破者；碎浪
132 brown 2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123
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Canals 2 n.[水运]运河；隧道（canal的复数） v.在…开凿运河（cana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Canals)人名；(西、法)卡纳尔斯
134 circuit 2 ['sə:kit] n.[电子]电路，回路；巡回；一圈；环道 vi.环行 vt.绕回…环行
135 closed 2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136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37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138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39 distancing 2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140 do 2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133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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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

fell

2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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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 Finland 2 ['finlənd] n.芬兰（欧洲）
144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145 gatherings 2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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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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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8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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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47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51 inaudible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152 infections 2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153 into 2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154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155 kevin 2 ['kevin] n.凯文（男子名）
156 knew 2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157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58 konge 2 昆解
159 Kristie 2 n. 克里斯蒂
150

late 2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161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162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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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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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mask 2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166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167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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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60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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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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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Norway 2 ['nɔ:wei] n.挪威（北欧国家名）
172 offices 2 办公室
173 open 2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174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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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176 rapids 2 [ræpidz] n.[水文]急流；湍流
177 ride 2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168
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
SARS 2 英 [sɑːz] 美 [sɑːrz] abbr. 非典型肺炎(=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)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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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8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180

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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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ond

shop 2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182 sick 2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183 specifically 2 [spi'sifikəli] adv.特别地；明确地
184 state 2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185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186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187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188 tightening 2 ['taitniŋ] v.拧紧；使绷紧；扣紧（tighten的ing形式）
189 up 2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190 us 2 pron.我们
191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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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3 water 2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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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81

韦尔

will 2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196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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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5
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ccuse 1 [ə'kju:z] vt.控告，指控；谴责；归咎于 vi.指责；控告
199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200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98

aggressive 1 [ə'gresiv] adj.侵略性的；好斗的；有进取心的；有闯劲的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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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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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205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06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207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08 amid 1 [ə'mid] prep.在其中，在其间 n.(Amid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阿米德
209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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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212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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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215 approaches 1 英 [ə'prəʊtʃ] 美 [ə'proʊtʃ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 n. 途径；方法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路
201

径；进场着陆；相似的事物

architecture 1 n.建筑学；建筑风格；建筑式样；架构
217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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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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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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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sement 1 ['beismənt] n.地下室；地窖
221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222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223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224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225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226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227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228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229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30 beneath 1 [bi'ni:θ] prep.在…之下 adv.在下方
231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232 boards 1 ['bɔːdz] n. 护板；舞台 名词board的复数形式.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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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20

(英)博顿

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235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236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237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238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239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240 campaigns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241 canal 1 [kə'næl] n.运河；[地理]水道；[建]管道；灌溉水渠 vt.在…开凿运河 n.(Can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卡纳尔；(土)贾
234

纳尔
242

canyon

1 ['kænjən] n.峡谷

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244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45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246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247 clearer 1 ['kliərə] n.[助剂]澄清剂；清洁器 adj.更清楚的
248 cnbc 1 abbr.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（=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 ）
249 collective 1 [kə'lektiv] adj.集体的；共同的；集合的；集体主义的 n.集团；集合体；集合名词
250 combat 1 ['kɔmbæt, kəm'bæt] vt.反对；与…战斗 vi.战斗；搏斗 n.战斗；争论 adj.战斗的；为…斗争的 n.(Combat)人名；(法)孔巴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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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2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253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254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55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256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243

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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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8 cramped 1 [kræmpt] adj.狭窄的；难懂的；难辨的 v.用夹钳夹；约束（cramp的过去分词）
259 creating 1 [kri'ː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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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262 currents 1 ['kʌrənts] n. 电流；气流 名词current的复数形式.
263 Dakota 1 [də'kəutə] n.达科他（美国过去一地区名，现分为南、北达科他州） adj.达科他人的
264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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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57

土)达伊

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266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267 decisive 1 [di'saisiv] adj.决定性的；果断的，坚定的
268 designing 1 [di'zainiŋ] adj.有计划的；狡猾的 n.设计；阴谋 v.计划；企图（design的现在分词）
269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270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271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272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273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274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275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265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ormitories 1 英 ['dɔːmətri] 美 ['dɔːrmətɔːri] n. 集体宿舍 n. 【美】学生宿舍楼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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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8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279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280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281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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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6
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empowerment 1 [im'pauəmənt] n.许可，授权
284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283

escalating 1 ['eskəleɪt] vt. 升级 vi. 升高；逐步升级
286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287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288 eternally 1 [i'tə:nəli] adv.永恒地；不朽地
289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290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291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292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293 explosion 1 n.爆炸；爆发；激增 n.（Explosion）《引爆者》（一部中国动作、犯罪电影）。
294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295 factors 1 英 ['fæktə(r)] 美 ['fæktər] n. 因素；因数；因子 vt. 把 ... 因素包括进去 vi. 作为因素
296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285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fatalities 1 [fə'tæləti] n. 死亡；灾祸；天命；致命性
298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299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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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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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2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303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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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97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306 fort 1 [fɔ:t] n.堡垒；要塞；（美）边界贸易站 vt.设要塞保卫 vi.构筑要塞 n.(Fort)人名；(法)福尔；(德、英、西、葡、匈)福特
307 fresh 1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308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309 gambling 1 ['gæmbliŋ] n.赌博；投机 v.赌博；打赌（gamble的ing形式） n.(Gambling)人名；(英)甘布林
310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311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312 gigantic 1 [,dʒai'gæntik] adj.巨大的，庞大的
313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314 glad 1 adj.高兴的；乐意的 vt.使......高兴 n.(Glad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德；(英)格莱德；(法、挪)格拉
315 glassing 1 ['glɑːsɪŋ] 装配玻璃
316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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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05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rand 1 [grænd] adj.宏伟的；豪华的；极重要的 n.大钢琴；一千美元 n.(Grand)人名；(法)格朗；(英、瑞典)格兰德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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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 gyms 1 n. 健身房；体育馆（gym的复数）
321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322 harness 1 vt.治理；套；驾驭；披上甲胄；利用 n.马具；甲胄；挽具状带子；降落伞背带；日常工作
323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324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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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26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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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8

名；(英)海伊

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329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330 hygienic 1 [hai'dʒi:nik, ,haidʒi'enik] adj.卫生的，保健的；卫生学的
331 Idaho 1 ['aidəhəu] n.爱达荷
332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333 inches 1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334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335 incrementally 1 [,inkri'məntəli] adv.递增地；增值地
336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337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338 integral 1 adj.积分的；完整的，整体的；构成整体所必须的 n.积分；部分；完整
339 kayaking 1 n.独木舟；皮划艇；皮艇运动 v.划独木舟（kayak的ing形式）
340 kb 1 abbr. 千字节(=kilobyte)
341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342 Keogh 1 ['ki:əu] n.基奥计划（指自由职业者为退休而存款）
343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44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328
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346 landlocked 1 ['lændlɔkt] adj.为陆地所包围的
347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348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349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350 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351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352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353 ledo 1 莱多
354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355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35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357 lifestyle 1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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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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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ion 1 ['laiən] n.狮子；名人；勇猛的人；社交场合的名流 n.(Lion)人名；(西、葡)利昂；(德、法、意、捷、瑞典)利翁；(英)莱昂
360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361 literally 1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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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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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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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

low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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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

main

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
因
367

mainland

1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
36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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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e

manage 1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370 mandatory 1 ['mændətəri:, -,tɔ:ri] adj.强制的；托管的；命令的 n.受托者（等于mandatary）
371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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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

威；进行曲
373

1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
名；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marine

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375 Massillon 1 n.(Massillon)人名；(法)马西永
376 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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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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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8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379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380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381 memories 1 ['memərɪz] n.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.
382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383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384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385 Missoula 1 n.米苏拉市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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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7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388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389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390 mussels 1 ['mʌslz] n. 贻贝；双壳类 名词mussel的复数形式.
391 mustangs 1 n. 野马（美国的一个汽车品牌）
392 na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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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4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394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95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396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397 neighbors 1 ['neɪbɔː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39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399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400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401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402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403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404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405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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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7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408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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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3

410

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overseas 1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412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413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411

杰；(法)帕日

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415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416 pioneers 1 英 [ˌpaɪə'nɪə(r)] 美 [ˌpaɪə'nɪr] n. 先锋；开拓者；先驱 v. 开辟；首倡
417 playgrounds 1 [p'leɪɡraʊndz] 游戏场地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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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9 pool 1 [pu:l] n.联营；撞球；水塘；共同资金 vi.联营，合伙经营 vt.合伙经营 n.(Pool)人名；(英、西)普尔；(芬、德)波尔
420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421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422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414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reempt 1 [pri'empt, ,pri:-] vt.先占；先取；以先买权获得
424 pressuring 1 v.（美）对…施加压力（pressure的ing形式）
425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426 prevents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427 pri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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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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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3
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protocol 1 ['prəutəkɔl] n.协议；草案；礼仪 vt.拟定 vi.拟定
430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431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429

形式）

quarantining 1 英 ['kwɒrəntiːn] 美 ['kwɔːrəntiːn] n. 隔离；检疫期间；封锁交通；四十天 vt. 检疫；停止交涉 vi. 检疫
433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432

克

rapid 1 ['ræpid] adj.迅速的，急促的；飞快的；险峻的 n.急流；高速交通工具，高速交通网
435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436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434

尔

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3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439 rec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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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7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441 recov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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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2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443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444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445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440
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restaurants 1 餐馆
447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448 revealing 1 [ri'vi:liŋ] adj.透露真情的；有启迪作用的；袒胸露肩的 v.揭示；展现（reveal的ing形式）
4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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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0 roaming 1 英 ['rəʊmɪŋ] 美 ['roʊmɪŋ] n. 漫游的 动词roam的现在分词形式.
451 rocky 1 ['rɔki] adj.岩石的，多岩石的；坚如岩石的；摇晃的；头晕目眩的
452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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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9

名；(英)拉什

rushing 1 ['rʌʃiŋ] adj.急流的；旺盛的 n.社交活动 v.猛冲；催促；急速行进（rush的ing形式） n.(Rushing)人名；(英)拉欣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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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4

拉伯)赛义德

sanding 1 ['sændɪŋ] n. 铺砂；砂纸打磨 动词sand的现在分词.
45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58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59 screening 1 ['skri:niŋ] n.筛选；放映；[物]屏蔽；审查；防波 v.筛选；拍摄（screen的ing形式）；遮蔽；隔挡 adj.筛选的
460 sediment 1 ['sedimənt] n.沉积；沉淀物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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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2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463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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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5 shaping 1 ['ʃeɪpɪŋ] n. 成形；塑造 动词shape的现在分词.
466 sharp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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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6
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shore 1 [ʃɔ:] vt.支撑，使稳住；用支柱撑住 n.海滨；支柱 n.(Shore)人名；(英)肖尔
468 shortcuts 1 快捷键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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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0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471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467

肖

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473 sighting 1 [saitiŋ] n.瞄准；照准；视线 v.看见（sight的ing形式）
47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475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476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472
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478 smaller 1 [s'mɔːlər] adj. 较小的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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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0 societies 1 [sə'saɪəti] n. 社会；(共同遵守一定的习俗、法律等的）特定群体；社团；协会；上层社会；社交圈；交往
481 somehow 1 adv.以某种方法；莫名其妙地
482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483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484 spiked 1 [spaikt] adj.尖的；有穗的；加入标准的
485 spot 1 [spɔt] n.地点；斑点 vt.认出；弄脏；用灯光照射 vi.沾上污渍；满是斑点 adj.现场的；现货买卖的 adv.准确地；恰好
486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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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

直角地

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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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8

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91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492 Stockholm 1 ['stɔkhəum; 'stɔ:k,hɔ:lm] n.斯德哥尔摩（瑞典首都）
493 story 1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494 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495 sunk 1 [sʌŋk] adj.凹陷的 vi.下沉（sink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496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497 swim 1 [swim] vi.游泳；漂浮；浸；眩晕 vt.游过；使浮起 n.游泳；漂浮；眩晕 adj.游泳时穿戴的
498 swimming 1 ['swimiŋ] n.游泳；目眩 adj.游泳的；游泳用的；善于游泳的；晕眩的 v.游泳；漂浮；旋转（swim的ing形式）
499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500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501 thankful 1 ['θæŋkful] adj.感谢的；欣慰的
502 their 1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503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04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05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506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07 tide 1 [taid] n.趋势，潮流；潮汐 vt.随潮漂流
508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0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510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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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0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racing 1 ['treisiŋ] n.追踪；追查；描摹；摹图；显迹 v.追踪（trace的ing形式）
513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514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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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16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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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12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519 unfolding 1 英 [ʌn'fəʊldɪŋ] 美 [ʌn'foʊldɪŋ] n. 伸展；退褶合；演变 动词unfold的现在分词形式.
520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521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22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23 vaccination 1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524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525 vigilant 1 ['vidʒilənt] adj.警惕的；警醒的；注意的；警戒的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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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27 virtually 1 ['və:tʃuəli] adv.事实上，几乎；实质上
528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529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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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1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532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533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5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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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5 wherever 1 [hwεə'evə] adv.无论什么地方；究竟在哪里 conj.无论在哪里；无论什么情况下
536 whitewater 1 ['waɪtˌwɔːtə] n. 白色水域; 急流
53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538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539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534

芬)维德
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540

wild

5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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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543 workplaces 1 工作场所
54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45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546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547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548 YouTube 1 英 ['juːtjuːb] 美 ['juːt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5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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