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0-04-30 词频表
the 5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4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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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and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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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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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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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we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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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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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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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9 unidentified 1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10 mal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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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you 1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2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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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can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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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

的）食品罐头

w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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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6 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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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be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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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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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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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9

On

20

when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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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

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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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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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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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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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where 8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5 wil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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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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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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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22

稍微

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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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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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1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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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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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30

u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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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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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38 again 5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39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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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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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42 economy 5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43 end 5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44 how 5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45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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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merica 4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47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48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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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big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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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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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 distancing 4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52 go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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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6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inaudible 4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54 ma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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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

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56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57 re 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58 righ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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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5

人名；(英)赖特

santa 4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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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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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rains 4 [treɪn] n. 列车；火车；行列；一系列 vt. 训练；培训；瞄准 vi. 进行锻炼，接收训练；练习
63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64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65 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66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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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8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69 for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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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2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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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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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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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74 high 3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70

名；(英)海伊
7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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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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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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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lot 3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分
76

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80 moment 3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81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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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79

以)莫雷

Mountains 3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83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84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85 once 3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86 op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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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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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

灭；驱逐
89

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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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resents 3 [p'rɪzents] n.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.
91 recession 3 [ri'seʃən] n.衰退；不景气；后退；凹处
92 reopen 3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93 said 3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拉
90

伯)赛义德
94

sa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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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erm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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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96 test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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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97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98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99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100 virtu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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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01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102 well 3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95

韦尔
103

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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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105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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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6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07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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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109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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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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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111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12 bioluminescence 2 ['baiəu,lju:mi'nesəns] n.生物体之发光
113 Bridges 2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110

brought 2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115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116 built 2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117 businesses 2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118 certain 2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119 chemiluminescence 2 ['kemi,lju:mi'nesəns] n.[化学]化学发光，化合光
120 clos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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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
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oma 2 ['kəumə] n.[医]昏迷；[天]彗形像差 n.(Coma)人名；(法、西)科马
122 consumer 2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123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124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125 domestic 2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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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r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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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 economic 2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129 economists 2 [ɪ'kɒnəmɪsts] 经济理论界
130 enthusiasm 2 [in'θju:ziæzəm, in'θu:-] n.热心，热忱，热情
131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32 everybody 2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133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34 GDP 2 [ˌdʒiːdiː'piː] abbr. (=gross domestic product)国内生产总值
135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36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137 governor 2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138 grocery 2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139 gro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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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7

俄、芬、罗、捷、匈)格罗斯

guidelines 2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141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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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42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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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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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4 ho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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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

名；(英)豪斯

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146 industries 2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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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8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49 jersey 2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150 jobs 2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151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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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45

(英)卢克

magic 2 ['mædʒik] n.巫术；魔法；戏法 adj.不可思议的；有魔力的；魔术的 n.(Magic)人名；(英)马吉克
154 model 2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153
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156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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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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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 number 2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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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

莱斯

product 2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162 provide 2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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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 question 2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165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166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161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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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 seni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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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67

(英)西尼尔

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170 shutdown 2 ['ʃʌtdaun] n.关机；停工；关门；停播
171 side 2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172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173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174 spending 2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175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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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7 stories 2 [s'tɔː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178 tables 2 [teɪblz] n.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.
179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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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0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181 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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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 track 2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18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184 unemployment 2 [,ʌnim'plɔimənt] n.失业；失业率；失业人数
185 viable 2 ['vaiəbl] adj.可行的；能养活的；能生育的
186 within 2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187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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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workplace 2 ['wə:kpleis] n.工作场所；车间
18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190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191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192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
169
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chieved 1 [ə'tʃiːvd] adj. 获得的；达到的；实现的 动词achie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94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195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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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3

airplanes 1 飞机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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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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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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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203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204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05 artistic 1 [ɑ:'tistik] adj.艺术的；风雅的；有美感的
206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207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197

间色
2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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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by

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210 basement 1 ['beismənt] n.地下室；地窖
211 bedtime 1 ['bedtaim] n.就寝时间 adj.适于睡前的
212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213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214 believed 1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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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

特

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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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219 blitzen 1 n. 布利岑(在美国；西经 119º05' 北纬 42º37')
220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221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22 bounce 1 [bauns] n.跳；弹力；活力 vt.弹跳；使弹起 vi.弹跳；弹起，反跳；弹回
223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224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225 cafes 1 [kæ'feɪz] n. 咖啡店；茶馆；酒馆 名词cafe的复数形式.
226 calendar 1 ['kælində] n.日历；[天]历法；日程表 vt.将…列入表中；将…排入日程表
227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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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230 capacity 1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231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232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233 cheer 1 [tʃiə] vt.欢呼；使高兴；为…加油 n.欢呼；愉快；心情；令人愉快的事 vi.欢呼；感到高兴
234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235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236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237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238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239 Claus 1 [klaus] n.克劳斯（男子名）
216

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241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242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240

梅

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244 commerce 1 n.贸易；商业；商务
245 communicate 1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246 complicated 1 ['kɔmplikeitid] adj.难懂的，复杂的
247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248 consumption 1 [kən'sʌmpʃən] n.消费；消耗；肺痨
249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250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251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52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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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256 criteria 1 [kraɪ'tɪəriə] n. 标准；尺度；准则 名词criterion的复数形式.
257 crowded 1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258 crystal 1 ['kristəl] n.结晶，晶体；水晶；水晶饰品 adj.水晶的；透明的，清澈的 n.(Crystal)人名；(英)克里斯特尔，克丽丝特尔
254

(女名)

cuomo 1 科莫（人名）
260 curves 1 ['kɜːvz] n. 曲线；圆括号 名词curve的复数形式.
261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262 dance 1 [dɑ:ns, dæns] n.舞蹈；舞会；舞曲 vi.跳舞；跳跃；飘扬 vt.跳舞；使跳跃 adj.舞蹈的；用于跳舞的 n.(Dance)人名；(英)丹
259

斯；(法)当斯
263

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265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264
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dave 1 [deiv] n.戴夫（男子名）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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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66

土)达伊

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269 debt 1 [det] n.债务；借款；罪过
270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271 defined 1 [dɪ'faɪnd] adj. 有定义的；明确的，确定的，清晰的；轮廓分明的 v. 规定；限定；定义；解释（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
268

过去分词）

delivered 1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73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274 delivery 1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275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276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277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278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279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272

deteriorates 1 英 [dɪ'tɪəriəreɪt] 美 [dɪ'tɪriəreɪt] v. 恶化；变质；衰退
281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282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283 donations 1 [dəʊ'neɪʃnz] 募捐
284 donder 1 ?s law
285 downward 1 ['daunwəd] adj.向下的，下降的 adv.向下
286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287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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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0
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Emerson 1 ['eməsn] n.爱默生（RalphWaldoEmerson美国思想家，诗人）
290 endeavor 1 [in'devə] n.努力；尽力（等于endeavour） vi.努力；尽力（等于endeavour） vt.努力；尽力（等于endeavour）
291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292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293 epidemic 1 [,epi'demik] adj.流行的；传染性的 n.传染病；流行病；风尚等的流行
294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295 essence 1 ['esəns] n.本质，实质；精华；香精 n.(Essence)人名；(英)埃森丝
296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297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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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9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300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301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302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303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304 extensive 1 [ik'stensiv] adj.广泛的；大量的；广阔的
305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299

(英)法克特

fairly 1 ['fεəli] adv.相当地；公平地；简直 n.(Fairly)人名；(英)费尔利
307 familiar 1 [fə'miljə] adj.熟悉的；常见的；亲近的 n.常客；密友 n.(Familiar)人名；(西)法米利亚尔
308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309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310 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311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306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313 f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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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
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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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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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317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314
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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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9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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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8

321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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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rst

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323 flemington 1 n. 弗莱明顿
324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325 fraction 1 ['frækʃən] n.分数；部分；小部分；稍微
326 Franklin 1 ['fræŋklin] n.富兰克林（男子名）；富兰克林（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北部分区）
327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328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329 gating 1 ['geitiŋ] n.闸，选通 v.给…安装门；用门控制（gate的ing形式）
330 gavin 1 [gævin] n.加文（男子名）
331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332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333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334 girls 1 ['ɡɜːl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335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336 glow 1 [gləu] vi.发热；洋溢；绚丽夺目 n.灼热；色彩鲜艳；兴高采烈
337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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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2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339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340 Grants 1 n.补助金；津贴（grant的复数）；政府奖助 v.[专利]授予；同意；承认（gra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Grants)人名；(瑞
338

典)格兰茨

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342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343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344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345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341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347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346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349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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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8

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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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52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353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354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355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356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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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51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of 1 [hu:f] vi.步行；踢；跳舞 vt.用蹄踢；步行 n.蹄；人的脚
358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359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360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361 immediate 1 [i'mi:diət] adj.立即的；直接的；最接近的
357

impacting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363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364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365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366 indicate 1 ['indikeit] vt.表明；指出；预示；象征
367 induced 1 [ɪnd'juːst] adj. 感应的；导致的 动词in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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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370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371 jealousy 1 ['dʒeləsi] n.嫉妒；猜忌；戒备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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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2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kid 1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374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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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73

拉博

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377 landscape 1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376
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
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379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380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37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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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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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2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383 lay 1 vt.躺下；产卵；搁放；放置；铺放；涂，敷 adj.世俗的；外行的；没有经验的 n.位置；短诗；花纹方向；叙事诗；性伙伴
381

vi.下蛋；打赌 v.躺；位于（lie的过去式）

legacy 1 ['legəsi] n.遗赠，遗产
385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384

名；(法)勒韦尔

lifting 1 ['liftiŋ] adj.举起的，起重的 n.举起，起重；提高，上升 v.举起，抬起（lift的ing形式）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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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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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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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88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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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1 locations 1 英 [ləʊ'keʃəns] 美 [loʊ'keʃəns] n. 地点；位置；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.
392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393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394 lumber 1 ['lʌmbə] vi.伐木；喧闹地向前走；笨重地行动，缓慢地移动 vt.砍伐木材；乱堆 n.木材；废物，无用的杂物；隆隆声
395 luminescence 1 [,lju:mi'nesəns] n.[光]发冷光
396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397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398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399 malone 1 [mə'ləun] n.马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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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90
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402 marke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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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3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404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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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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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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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8 memories 1 ['memərɪz] n.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.
409 metrics 1 ['metriks] n.度量；作诗法；韵律学
410 midst 1 [midst] n.当中，中间 prep.在…中间（等于amidst）
411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412 monitoring 1 ['mɔnitəriŋ] n.监视，[自]监控；检验，检查 v.监视，[通信][军]监听，监督（monitor的ing形式）
413 monthly 1 ['mʌnθli] adj.每月的，每月一次的；有效期为一个月的 n.月刊 adv.每月，每月一次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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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01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416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417 newsom 1 n. 纽瑟姆
418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419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420 nuts 1 [nʌts] adj.发狂的；热衷的；狂热的 int.胡说；呸 n.坚果；螺母（nut的复数）；核心 v.采坚果；用头撞（nut的三单形式）
421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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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3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424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425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426 organisms 1 有机体
42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42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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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0 paradise 1 ['pærədais] n.天堂 至福境地
431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415

德、俄)帕斯

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433 passion 1 ['pæʃən] n.激情；热情；酷爱；盛怒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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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5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436 perio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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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7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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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8 phosphorescence 1 [,fɔsfə'resəns] n.磷光；磷光现象
439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432

典)皮克

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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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42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443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440

444

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plants

plu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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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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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48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449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450 proper 1 ['prɔpə] adj.适当的；本身的；特有的；正派的 adv.完全地 n.(Proper)人名；(英、德)普罗珀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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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52 quarters 1 ['kwɔtə(r)z] n.住处；四分之一（quarter的复数）；营房 v.把…四等分；供…住宿（quarter的三单形式）
45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454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455 quoted 1 英 [kwəʊt] 美 [kwoʊt] v. 引述；报价；举证 n. 引用
456 railroad 1 ['reilrəud] vt.由铁道运输；铺设铁路；以捏造不实之罪使入狱 vi.在铁路工作；乘火车旅行；筑铁路 n.铁路；铁路公司
457 ralph 1 [rælf] vi.呕吐 vt.呕吐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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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9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460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461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62 reasonable 1 ['ri:zənəbl] adj.合理的，公道的；通情达理的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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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4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465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445
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467 reopening 1 英 [ˌriː'əʊpən] 美 [ˌriː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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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9 restaurants 1 餐馆
470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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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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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3 roof 1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474 rough 1 [rʌf] adj.粗糙的；粗略的；粗野的；艰苦的；未经加工的 vt.使粗糙；粗暴对待；草拟 n.艰苦；高低不平的地面；未经
466

加工的材料；粗糙的部分 vi.举止粗野 adv.粗糙地；粗略地；粗暴地 n.(Rough)人名；(英)拉夫

row 1 [rəu] n.行，排；划船；街道；吵闹 vt.划船；使……成排 vi.划船；争吵 n.(Row)人名；(英)罗
476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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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75

人名；(英)朗宁
47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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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80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81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482 scratch 1 [skrætʃ] n.擦伤；抓痕；刮擦声；乱写 adj.打草稿用的；凑合的；碰巧的 vt.抓；刮；挖出；乱涂 vi.抓；搔；发刮擦
479

声；勉强糊口；退出比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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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483

second

484

seeing

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86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487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485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4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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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话·威妥玛)

shocks 1 [ʃɒks] n. 柴禾堆；避震系统 名词shock的复数形式.
490 shrinks 1 [ʃrɪŋk] vi. 收缩；退缩；萎缩；畏惧，害怕 vt. 使收缩 n. 收缩；萎缩 n. 精神科医生
491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492 skype 1 [skaɪp] n. 一种网络即时语音沟通工具
493 smartphones 1 [s'mɑːtfəʊnz] 智能手机
494 smiles 1 [s'maɪlz] v. 微笑（动词smi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笑容（名词smile的复数形式）
495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496 something 1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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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8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499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500 spectrum 1 ['spektrəm] n.光谱；频谱；范围；余象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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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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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3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04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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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 stores 1 [s'tɔː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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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8 suburb 1 ['sʌbə:b] n.郊区；边缘
509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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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1 superstructure 1 ['sju:pə,strʌktʃə] n.上层建筑；上部构造
512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513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514 suspect 1 [sə'spekt, 'sʌspekt] n.嫌疑犯 adj.可疑的；不可信的 vt.怀疑；猜想 vi.怀疑；猜想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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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6 teens 1 ['ti:nz] n.十多岁，十几岁；青少年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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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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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519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20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21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22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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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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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25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526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27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518

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29 tolerate 1 ['tɔləreit] vt.忍受；默许；宽恕
530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531 tore 1 [tɔ:] vt.撕开（tear的过去式） n.(Tore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挪、葡)托雷
532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533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534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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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6 trajectory 1 ['trædʒiktəri, trə'dʒek-] n.[物]轨道，轨线；[航][军]弹道
53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38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539 tre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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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0 tri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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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42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543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544 tunnels 1 ['tʌnl] n. 隧道；地道；洞穴 v. 挖地道；挖隧道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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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6 underneath 1 [,ʌndə'ni:θ] prep.在…的下面；在…的形式下；在…的支配下 adv.在下面；在底下 n.下面；底部 adj.下面的；底层
528

的

unique 1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548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49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50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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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2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553 waking 1 ['weikiŋ] adj.醒着的 v.醒来，唤醒；唤起（记忆）（wak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554 Waldo 1 ['wɔ:ldəu; 'wɔl-] n.沃尔多（男子名）
555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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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7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558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559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560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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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2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63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56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565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566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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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47

(英、德)沃斯特

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69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570 zero 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571 zoom 1 n.急速上升；嗡嗡声；[摄]变焦摄影 vi.急速上升；摄像机移动 vt.使摄像机移动
5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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