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0-05-19 词汇表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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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out

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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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使
2

符合；使适合

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5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6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7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8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9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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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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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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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allowing 1 [ə'laʊ] vt. 允许；让某人得到；留出；同意（法律） vi. (for)考虑到；允许
14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5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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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amphan 3 安潘
18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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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and 3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1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22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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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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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5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26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27 approach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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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

径；进场着陆；相似的事物

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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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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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ashore 1 [ə'ʃɔ:] adv.在岸上；向岸 adj.在岸上的；在陆上的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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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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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34 atlas 1 n.地图集；寰椎
35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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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

间色

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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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向后
3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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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40 ball 1 [bɔ:l] n.球；舞会 vi.成团块 vt.捏成球形 n.(Ball)人名；(土)巴勒；(英、西)鲍尔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)巴尔
41 Bangladesh 6 [,ba:ŋglə'deʃ] n.孟加拉国（亚洲国家）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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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 baseball 2 ['beisbɔ:l] n.棒球；棒球运动
44 bay 3 [bei] n.海湾；狗吠声 vt.向…吠叫 vi.吠叫；大声叫嚷 n.(Bay)人名；(越)七；(英、老)贝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土、丹)巴伊；
39
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4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47 bee 1 [bi:] n.蜜蜂，蜂；勤劳的人 n.(Bee)人名；(赤几)贝埃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美；(英)比(女子教名Beatrix和Beatrice的昵称)
48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9 bees 1 ['biːz] 蜜蜂
50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51 begin 4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2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53 Bengal 4 [beŋ'gɔ:l] n.孟加拉（位于亚洲）
54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55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56 bleach 1 [bli:tʃ] vt.使漂白，使变白 vi.变白，漂白 n.漂白剂
57 blown 1 [bləun] adj.吹制的，吹出的；开花的，盛开的；喘气的 v.风吹（blow的过去分词） n.(Blown)人名；(英)布洛恩
58 boots 1 [bu:ts] n.靴子（boot的复数）；（英）擦靴的仆役
59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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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5

匈)博特

Brahmaputra 1 [,brɑ:mə'pju:trə] n.雅鲁藏布江（发源于西藏）
61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62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63 bumps 1 [bʌmp] v. 碰撞；颠簸而行；提高 n. 肿块；撞击；表面隆起 adv. 突然的；猛烈的
64 but 12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65 butterflies 1 英 ['bʌtəflaɪ] 美 ['bʌtərflaɪ] n. 蝴蝶；蝶状物；蝶泳 vt. (烹饪时把鱼肉等）切开摊平
66 by 2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67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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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6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0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71 catastrophic 1 adj.灾难的；悲惨的；灾难性的，毁灭性的
72 category 3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73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74 causing 1 [kɔː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75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76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77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78 certainly 2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79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80 charity 1 ['tʃærəti] n.慈善；施舍；慈善团体；宽容；施舍物
81 checklists 1 n. 清单（checklist的复数）
82 classification 1 [/,klæsifi'keiʃən/] n.分类；类别，等级
60

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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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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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nn 8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86 coaches 1 英 [kəʊtʃ] 美 [koʊtʃ] n. 教练；经济舱；(火车)客车车厢；四轮马车 v. 指导；训练
87 coast 2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88 comfortable 1 ['kʌmfətəbl] adj.舒适的，舒服的 n.盖被
89 commencement 1 [kə'mensmənt] n.开始，发端；毕业典礼
90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91 communication 1 n.通讯，[通信]通信；交流；信函
92 compare 1 n.比较 vt.比拟，喻为；[语]构成 vi.相比，匹敌；比较，区别；比拟（常与to连用） n.(Compare)人名；(意)孔帕雷
93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94 conserving 1 英 [kən'sɜːv] 美 [kən'sɜːrv] n. 蜜饯；果酱 v. 保存；保持；节省；用糖保存
95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96 contaminates 1 英 [kən'tæmɪneɪt] 美 [kən'tæməˌneɪt] vt. 弄脏；污染
97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98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99 could 7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00 counseling 1 ['kaunsəliŋ] n.咨询服务 v.建议；劝告；商讨（counsel的ing形式）
101 counselor 1 ['kaunsələ] n.顾问；法律顾问；参事（等于counsellor）
102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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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

乐的

cours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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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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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 crowded 1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108 cyclone 4 ['saikləun] n.旋风；[气象]气旋；飓风
109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110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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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04

土)达伊

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113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112

西)迪尔

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115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116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117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118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119 despite 2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120 destructive 1 [di'strʌktiv] adj.破坏的；毁灭性的；有害的，消极的
12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22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23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114

关系
124

disasters

1 [dɪ'zɑːstəz] 灾害

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126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127 distancing 3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128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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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5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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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ctorate 1 ['dɔktərit] n.博士学位；博士头衔
130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131 dog 2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132 dogging 1 英 ['dɒɡɪŋ] 美 ['dɔːɡɪŋ] n. 钩卡；慢跑；夹住 动词dog的现在分词.
133 dogs 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134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35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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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138 dugout 1 ['dʌgaut] n.独木舟；防空壕；棒球场边供球员休息的地方
139 during 4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140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41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142 easing 1 ['i:ziŋ] n.吃势；容位；松型 v.释放（ease的现在分词）
143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144 echoed 1 英 ['ekəʊ] 美 ['ekoʊ] vi. 发出回声；回响 vt. 重复；模仿；附和 n. 回声；重复；共鸣 Echo. n. [希神]山林女神（失恋于
137

那喀索斯；其哀声留于山间成为回声）

Elgin 2 ['elgin] n.埃尔金大理石雕；埃尔金（人名，或地名，指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城市）；爱而近（手表品牌名）
146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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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8 England 1 n.英格兰
149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150 equipped 1 [ɪk'wɪpt] v. 装备；整装；预备 vbl. 装备；整装；预备
151 equivalent 2 [i'kwivələnt] adj.等价的，相等的；同意义的 n.等价物，相等物
152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153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4 evacuation 1 [i,vækju'eiʃən] n.疏散；撤离；排泄
155 eve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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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ing 1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157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158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59 excellent 1 ['eksələnt] adj.卓越的；极好的；杰出的
160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161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162 expected 3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63 extending 1 [ɪk'stendɪŋ] n. 伸长 动词extend的现在分词.
164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165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166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156

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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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 fertilizes 1 英 ['fɜːtəlaɪz] 美 ['fɜːrtəlaɪz] v. 施肥；使肥沃；使丰富；[生]使受精；使受粉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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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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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67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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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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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st 1 n.拳，拳头；〈口〉笔迹；掌握；[印]指标参见号 vt.紧握；握成拳；用拳打
176 fives 1 [faivz] n.墙手球（一种类似手球的球戏）
177 flags 1 [f'læɡz] n. 旗帜；标志 名词flag的复数形式.
178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179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180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181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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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5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184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185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86 game 3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187 Ganges 2 ['gændʒi:z] n.恒河（位于亚洲，发源于喜马拉雅山，流经印度和孟加拉）
188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89 Gilbert 1 ['gilbət] n.吉尔伯特（男子名）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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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3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19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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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ing

golf 1 [gɔlf] n.高尔夫球；高尔夫球运动 vi.打高尔夫球 n.(Golf)人名；(西、挪)戈尔夫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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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 go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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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5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96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197 gusting 1 [ɡʌst] n. 突然一阵 n. 风味 vi. 猛吹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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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99 hal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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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92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nds 3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201 handshake 1 ['hændʃeik] n.握手
202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203 has 3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204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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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 he 6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206 headed 1 ['hedid] adj.有头的；有标题的 v.率领（head的过去分词）；朝向；走在…的前头
207 heels 1 ['hiːlz] n. 鞋后跟；脚后跟；高跟鞋； 名词heel的复数形式.
200

208

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help

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210 herbs 1 [hɜːbs] n. 草本植物 名词herb的复数形式.
211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12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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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

名；(英)海伊

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14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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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3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norary 1 ['ɔnərəri] adj.荣誉的；名誉的；道义上的 n.名誉学位；获名誉学位者；名誉团体
217 hour 2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218 hovering 1 n.停悬；空中悬停 v.徘徊（hover的ing形式）；盘旋
219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20 hurricane 2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221 huskies 1 ['hʌski] adj. 声音沙哑的；强壮的 n. 哈士奇；爱斯基摩狗；强壮的人
222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223 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24 impact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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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226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227 in 20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2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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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230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231 India 2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232 Indian 2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233 infrastructure 1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234 inning 1 ['iniŋ] n.（棒球的）一局；（荒地等的）围垦；执政期；轮到显身手的机会
235 insects 3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236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237 int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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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 Iowa 1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239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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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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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42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243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244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245 just 5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2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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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247 ke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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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46
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ki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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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250 kilometers 2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251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52 Kolkata 1 n.（印度）加尔各答
253 Labrador 1 ['læbrədɔ:] n.拉布拉多（加拿大东部一地区）；一种纽芬兰猎犬
254 land 2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255 landfall 3 ['lændfɔ:l] n.着陆；[水运]初见陆地；到达陆地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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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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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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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259 letters 1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260 letting 2 ['letiŋ] n.出租；租金 v.让，允许（let的现在分词）
261 levels 2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262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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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3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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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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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6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267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268 look 3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258

(英)卢克

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270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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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2 lo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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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274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273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27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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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

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277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278 mal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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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rks 1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280 marsh 1 [mɑ:ʃ] n.沼泽；湿地 adj.沼泽的；生长在沼泽地的 n.(Marsh)人名；(俄)马尔什；(英、瑞典)马什
281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282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283 meal 1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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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286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287 meets 1 [miːt] v. 遇见；满足 n. 运动会；集会 adj. 合适的
288 menacing 1 ['menəsɪŋ] adj. 威胁的 动词mena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89 meteorologist 2 [,mi:tiə'rɔlədʒist] n.气象学者
27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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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1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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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293 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294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295 moose 3 n.[脊椎]驼鹿；麋 [复数moose]
296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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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90

以)莫雷
2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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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st

moth 1 [mɔθ, mɔ:θ] n.蛾；蛀虫
299 moths 6 n.飞蛾，蛾（moth的复数） n.(Moths)人名；(德)莫茨
300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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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8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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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3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304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305 near 3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06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307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08 networks 1 英 ['netwɜːk] 美 ['netwɜːrk] n. 网点；网络；网状系统；广播公司
309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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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1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312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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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3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314 nocturnal 1 [nɔk'tə:nəl] adj.夜的；夜曲的；夜间发生的
315 Norfolk 1 ['nɔ:fək] n.诺福克（英格兰东部的郡名）
316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317 northeastern 1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318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319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20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321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22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323 of 4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24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25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326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327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28 On 11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
302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330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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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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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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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3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34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335 organizers 1 ['ɔː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336 oriented 1 ['ɔ:rientid, 'əu-] adj.导向的；定向的；以…为方向的 v.调整；使朝向（orient的过去分词）；确定…的方位
337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38 ourselves 1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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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32

西、土)奥韦尔

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341 packed 1 [pækt] adj.（常用来构成复合词）充满…的，塞满了…的 v.[包装]包装（pack的过去分词）
342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343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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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0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ipated 1 英 [pɑː'tɪsɪpeɪt] 美 [pɑːr'tɪsɪpeɪt] vi. 参加；参与 vt. 分享
346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347 paw 1 [pɔ:] vt.抓，扒；亲昵地抚摸 vi.用爪子抓；翻找 n.爪子；手
348 peat 1 [pi:t] n.泥煤；泥炭块；泥炭色 n.(Peat)人名；(英)皮特
349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50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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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2 pesticides 1 ['pestɪsaɪdz] n. 杀虫剂
353 peyton 2 ['peitən] n.佩顿（男子名，等于Payton）
354 pH 5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355 Pisces 1 ['pisi:z; 'pai-] n.[天]双鱼座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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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5

莱斯

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358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357

特；(法)普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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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9

plants

360

play

6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players 1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362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363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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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5 poised 1 [pɔiz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镇定的；平衡的，均衡的；摆好姿势不动的，静止的
366 pollen 2 ['pɔlin] vt.传授花粉给 n.[植]花粉 n.(Pollen)人名；(英)波伦
367 pollination 4 [pɔli'neiʃn] n.[农学]授粉（作用）
368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369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370 populations 2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371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372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361

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374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375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376 precautions 1 警惕
37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378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379 process 2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373

的

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381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382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383 psyche 1 ['psaiki] n.灵魂；心智
384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385 quarantine 1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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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7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388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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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 region 4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391 registered 1 ['redʒistəd] adj.注册的；记名的；登记过的；（家畜等）附有血统证明的
392 removing 1 [riː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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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4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395 research 2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396 researchers 2 ['rɪsɜːt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397 responder 1 [ri'spɔndə] n.响应器；回答者
398 retriever 1 [ri'tri:və] n.（训练成能寻回猎物的）猎犬；取回的人
399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400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380

人名；(英)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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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403 Rivers 2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404 role 2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405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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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1

名；(英)拉什

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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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7

拉伯)赛义德
1 [sɔ:lt] n.盐；风趣，刺激性 adj.咸水的；含盐的，咸味的；盐腌的；猥亵的 vt.用盐腌；给…加盐；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
雪融化 n.(Salt)人名；(西)萨尔特；(英)索尔特

409

salt

410

sa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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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12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13 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411

seasons 1 ['siːznz] n.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.
415 seawater 1 ['si:,wɔ:tə, -wɔ-] n.海水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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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14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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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8 seeds 1 [siː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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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20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421 Sessions 1 ['sɛʃəns] n.塞申斯（姓氏）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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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7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24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425 shutdown 2 ['ʃʌtdaun] n.关机；停工；关门；停播
426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427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428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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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0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431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432 skip 1 [skip] vi.跳跃；跳绳；遗漏；跳读 vt.跳过；遗漏 n.跳跃；跳读 n.(Skip)人名；(英)斯基普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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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4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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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5 soccer 2 ['sɔkə] n.英式足球，足球
436 social 4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437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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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3

>稍微

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439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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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0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441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438

(姓)；(越)山

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443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444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445 spectators 1 [spek'teɪtəs] n. 观众；目击者 名词spectator的复数形式.
446 sports 6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442

第三人称单数）

spots 1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448 sprayed 1 [spreɪ] v. 喷雾；喷射；扫射 n. 喷雾；喷雾器；水沫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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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0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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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2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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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3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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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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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4

6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storm

sto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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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6 strength 2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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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8 strongest 1 英 [strɒŋɡɪst] 美 [strɔːŋɡɪst] adj.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.
459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455

(德)施特鲁克

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461 studied 2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462 study 2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463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464 suggests 2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465 summ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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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6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467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468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469 surges 1 英 [sɜːdʒ] 美 [sɜːrdʒ] n. 汹涌；波涛；猛增 v. 汹涌；涌起；激增；[海]缆绳滑脱
470 susceptible 1 [sə'septəbl] adj.易受影响的；易感动的；容许…的 n.易得病的人
471 swabbed 1 英 [swɒb] 美 [swɑːb] n. 【C】药签；医用海绵 vt. 擦净；以棉花棒涂敷于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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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3 system 4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474 tail 1 [teil] n.尾巴；踪迹；辫子；燕尾服 vt.尾随；装上尾巴 vi.跟踪；变少或缩小 adj.从后面而来的；尾部的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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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0

的）售得金额

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477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478 teammate 1 ['ti:mmeit] n.队友，同队队员
479 teams 2 [tiː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480 tech 2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481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482 tell 2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476

拉伯)塔勒
2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483

telling

484

than

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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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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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6 the 5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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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8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489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490 therapy 1 ['θerəpi] n.治疗，疗法
491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92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493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94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495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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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5

this 16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498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499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00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01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502 time 1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497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503

to

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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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05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506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507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508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09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ˈ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504

(英)特沃德

towards 1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511 tr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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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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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3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14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515 transported 1 v.[植]运输；搬运（transport的过去式）
516 tremendously 1 [tri'mendəsli] adv.非常地；可怕地；惊人地
517 tributaries 1 英 ['trɪbjətri] 美 ['trɪbjəteri] adj. 纳贡的；从属的；辅助的；支流的 n. 支流；纳贡者；属国
51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19 tropical 2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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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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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10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types 2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523 undergrad 1 ['ʌndəgræd] n.大学肄业生 adj.大学生的（等于undergraduate）
524 undisturbed 1 英 [ˌʌndɪ'stɜːbd] 美 [ˌʌndɪ'stɜːrbd] adj. 未受干扰的；安静的；镇定的
525 unidentified 9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26 uniform 1 ['ju:nifɔ:m] adj.统一的；一致的；相同的；均衡的；始终如一的 n.制服 vt.使穿制服；使成一样
527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28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29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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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0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31 us 1 pron.我们
532 usa 1 [ˌjuːes'eɪ] abbr. (=United States of America)美国
533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534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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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6 veterinary 1 ['vetərinəri] adj.兽医的 n.兽医（等于veterinarian）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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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8 Virginia 2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5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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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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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1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542 vulnerable 1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543 vultures 1 n. 秃鹰（vulture的复数）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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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5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46 wash 1 [wɔʃ, wɔ:ʃ] n.洗涤；洗的衣服；化妆水；冲积物 vt.洗涤；洗刷；冲走；拍打 vi.洗澡；被冲蚀 n.(Wash)人名；(英)沃什；
539

(尼日利)瓦什

washing 2 ['wɔʃiŋ, 'wɔ:ʃ-] n.洗涤；洗涤剂；要洗的衣物 adj.洗涤用的，清洗用的 v.洗；使受洗礼（wash的ing形式）
548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549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50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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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1 waterways 1 ['wɔːtəweɪz] n. 排水沟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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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3 w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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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4 weaken 1 ['wi:kən] vt.减少；使变弱；使变淡 vi.变弱；畏缩；变软弱
555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547
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Wednesday 3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557 weird 1 [wiəd] adj.怪异的；不可思议的；超自然的 n.（苏格兰）命运；预言
558 we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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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56

韦尔

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60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561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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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2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563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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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9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565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66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567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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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9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570 wiped 1 [waɪp] v. 擦；揩；抹；拭去；消除；用力打 n. 擦拭；抹布
571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572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73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564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575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76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577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7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79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80 yellow 1 adj.黄色的；黄皮肤的 adj.胆小的 n.黄色；黄种人；黄色颜料 vi.变黄或发黄 vt.使变黄或发黄
574

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582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583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584 you 1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85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586 youth 5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5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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