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0-08-19 词频表
the 6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4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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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and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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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identified 26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6 in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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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are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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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 i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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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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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20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10 have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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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be 1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2 bu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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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female 16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4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5 they 1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6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7 this 13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18 at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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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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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mal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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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tuition 10 [tju:'iʃən] n.学费；讲授
21 w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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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been 9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23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4 lik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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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not 9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6 as 8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27 some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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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19

稍微

virus 8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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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corona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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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1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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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students 7 [st'juːdnts] 学生
33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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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universities 7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ːrsəti] n. 大学
35 university 7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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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

的）食品罐头
37

college

6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38

just

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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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enguins 6 n. 企鹅；空军的行政人员；大海雀（penguin的复数）
40 schools 6 [s'kuːl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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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about 5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39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44 different 5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45 d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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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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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成为相等
43
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found 5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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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know 5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50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51 online 5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52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53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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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pH 5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55 st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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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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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ud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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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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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5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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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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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6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61 audience 4 [ˈɔː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62 campus 4 ['kæmpəs] n.（大学）校园；大学，大学生活；校园内的草地 n.(Campus)人名；(英)坎帕斯；(意、罗)坎普斯；(法)康皮
58

斯

cells 4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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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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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education 4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66 fees 4 n.[会计]费用（fee的复数）；规费 n.(Fees)人名；(德、法)费斯
67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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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gre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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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h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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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70 infected 4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71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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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8

以)莫雷

musicians 4 [mju:'zɪʃənz] n. 音乐家（musician的复数）；乐师
74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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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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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73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cientists 4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78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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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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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82 will 4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83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84 apart 3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85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86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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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8 concert 3 [kən'sə:t, 'kɔnsə:t] n.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使协调；协同安排 vi.协调；协力 adj.音乐会用的；在音乐会上演出的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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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 f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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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81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fold 3 [fəuld] vt.折叠；合拢；抱住；笼罩 n.折痕；信徒；羊栏 vi.折叠起来；彻底失败
92 full 3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91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93

half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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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ven 3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95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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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

普

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97 higher 3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98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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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96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100 immune 3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101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02 kep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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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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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 or 3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105 orchestra 3 ['ɔ:kistrə, -kes-] n.管弦乐队；乐队演奏处
106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07 penguin 3 ['peŋgwin] n.企鹅；空军地勤人员
108 performing 3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109 player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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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10 reduction 3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111 response 3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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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9

拉伯)赛义德

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114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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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13

肖

studies 3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116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115

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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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9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120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121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122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123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24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25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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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 Antarctica 2 [ænt'ɑ:ktikə] n.南极洲
128 antibodies 2 ['æntɪˌbɒdɪz] n. 抗体；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.
129 arts 2 [a:ts] n.文科
130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31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132 blood 2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133 bo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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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4 challenge 2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135 cold 2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136 colleges 2 ['kɒlɪdʒɪz] 高校
137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138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39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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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7

乐的
2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40

cut

141

diamond

2 ['daiəmənd] n.钻石，金刚石；菱形；方块牌 adj.菱形的；金刚钻的 n.(Diamond)人名；(英、意、葡)戴蒙德；(法)迪亚

蒙

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143 distance 2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144 distancing 2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145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146 effected 2 [ɪ'fekt] n. 效应；结果；影响；印象；效果；要旨 v. 使产生；引起
147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48 environments 2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149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150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51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52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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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42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od 2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154 gr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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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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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56 handled 2 adj.有把手的；有把柄的 v.使用；负责；触摸；指挥（handle的过去分词）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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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3

名；(英)海伊
158

hopeful

2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60 immunity 2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161 inaudible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162 institutions 2 [ɪnstɪt'juːʃnz] n. 体系 名词institution的复数.
163 instruments 2 ['ɪnstrəmənt] n. 仪器；乐器；工具；器械 v. 用器械（或仪器）装备；向…提交文书
164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159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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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6 island 2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167 jenny 2 n.詹妮(女子名)[Jennifer的昵称]
168 keeping 2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169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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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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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65

(英)卢克

looked 2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173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174 lower 2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172

厄

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176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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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7 millions 2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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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180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181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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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3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184 offer 2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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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 out 2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175

灭；驱逐

paying 2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188 person 2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189 plac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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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90 playing 2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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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 questions 2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193 recreation 2 [,rekri'eiʃən, -kri:-] n.娱乐；消遣；休养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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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195 researchers 2 ['rɪsɜːt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196 reservoir 2 ['rezəvwɑ:] n.水库；蓄水池
197 ring 2 [riŋ] vi.按铃；敲钟；回响；成环形 n.戒指；铃声，钟声；拳击场；环形物 vt.按铃；包围；敲钟；套住 n.(Ring)人名；
187

(英、西、德、匈、瑞典、芬)林

rutgers 2 n.罗格斯大学
199 samples 2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200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198

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202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203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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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

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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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 small 2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204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207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208 time 2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206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210 treia 2 特雷亚
21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212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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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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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9

韦尔

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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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7 wind 2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216
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wings 2 [wiŋz] n.[昆]翅膀（wing的复数形式）；飞行章；女童军戴的一种翼形章 n.(Wings)人名；(德)温斯
219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20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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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2 abundant 1 [ə'bʌndənt] adj.丰富的；充裕的；盛产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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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18
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225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226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227 advantage 1 [əd'vɑ:ntidʒ, əd'væn-] n.优势；利益；有利条件 vi.获利 vt.有利于；使处于优势
228 advocate 1 ['ædvəkeit, 'ædvəkət] vt.提倡，主张，拥护 n.提倡者；支持者；律师
229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230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231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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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3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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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235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236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37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238 ancestors 1 ['ænsestəz] n. 祖先；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.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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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241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24

Antarctic 1 n.南极洲，南极地区 adj.南极的
243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244 applause 1 [ə'plɔ:z] n.欢呼，喝采；鼓掌欢迎
245 aren 1 阿伦
246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47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248 Atlanta 1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249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250 audiences 1 ['ɔːdiənsɪz] 受众
251 August 1 ['ɔː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242

古斯特

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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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2

间色
25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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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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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cked 1 [bækt] adj.有背的；有财力支持的 v.支持；使后退（back的过去分词）
256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257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255

匈)邦克

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259 believes 1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260 Berkley 1 n. 伯克利
261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258
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263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264 bird 1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265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262

博德

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267 bookstore 1 ['bukstɔ:] n.书店（等于bookshop）
268 breath 1 [breθ] n.呼吸，气息；一口气，（呼吸的）一次；瞬间，瞬息；微风；迹象；无声音，气音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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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 Broadway 1 ['brɔ:dwei] n.百老汇（美国纽约市戏院集中的一条大街）
271 budgets 1 ['bʌdʒɪt] n. 预算 vt. 编预算；为 ... 做预算 vi. 节省开支 adj. 廉价的；不贵的
272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273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274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275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276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277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278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279 CDC 1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280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281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282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266

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84 chase 1 [tʃeis] vt.追逐；追捕；试图赢得；雕镂 vi.追逐；追赶；奔跑 n.追逐；追赶；追击 n.(Chase)人名；(英)蔡斯；(法)沙斯
285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286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287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288 clarity 1 ['klærəti] n.清楚，明晰；透明 n.(Clarity)人名；(英)克拉里蒂
289 Clark 1 [kla:k] n.克拉克（男子名） n.(Clark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芬、斐、意、德、匈、英、土)克拉克
290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291 clo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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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3
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293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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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
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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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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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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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8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299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300 conditioning 1 n.调节；条件作用；整修；训练，健身训练 v.以…为条件（condition的ing形式）
301 condor 1 ['kɔndɔ:] n.秃鹫，秃鹰 n.(Condor)人名；(法、西、罗)孔多尔
302 conducted 1 [kən'dʌkt] n. 行为；举动；品行 v. 引导；指挥；管理 vt. 导电；传热
303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304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305 controversial 1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306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307 corner 1 ['kɔ:nə] n.角落，拐角处；地区，偏僻处；困境，窘境 vi.囤积；相交成角 vt.垄断；迫至一隅；使陷入绝境；把…难住 n.
295

(Corner)人名；(法)科尔内；(英)科纳

coughs 1 英 [kɒf] 美 [kɔːf] v. 咳嗽；咳 n. 咳嗽
309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310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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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 courses 1 ['kɔːsɪz] n. 课程；路线（course的复数）
313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314 creek 1 [kri:k] n.小溪；小湾
315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316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308

名；(英)卡廷
3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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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土)达伊

day

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319 deer 1 [diə] n.鹿 n.(Deer)人名；(英)迪尔
320 deliberately 1 [di'libərətli] adv.故意地；谨慎地；慎重地
321 depleted 1 [dɪ'plɪtɪd] adj. 枯竭的；废弃的 动词de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22 deprived 1 [di'praivd] adj.缺少食物的；缺乏足够教育的
323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324 detect 1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318

diagnosed 1 英 ['daɪəɡnəʊz] 美 [ˌdaɪəɡ'noʊs] v. 判断；诊断(疾病)
32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327 disappeared 1 [dɪsə'piəd] adj.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28 discounting 1 ['dɪskaʊntɪŋ] n. 贴现；折扣 动词discount的现在分词形式.
329 Dives 1 ['daivi:z] n.富豪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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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1 dollar 1 ['dɔlə] n.美元 n.(Dollar)人名；(英)多拉尔
332 d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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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5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ramatically 1 adv.戏剧地；引人注目地 adv.显著地，剧烈地
334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333

推进力；快车道

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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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7 elite 1 [ei'li:t, i'li:t] n.精英；精华；中坚分子
338 emperor 1 ['empərə] n.皇帝，君主
339 enclosed 1 [in'kləuzd] adj.被附上的；与世隔绝的 v.附上（enclo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40 encouragement 1 [in'kʌridʒmənt] n.鼓励
341 entirely 1 [in'taiə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
342 equipped 1 [ɪk'wɪpt] v. 装备；整装；预备 vbl. 装备；整装；预备
343 era 1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344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345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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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7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348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349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350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351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352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353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335

触摸

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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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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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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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9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360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361 flippers 1 [f'lɪpəz] n. (非鱼类海生动物的）鳍状肢；(用于游泳或潜水的)橡胶蹼 名词flipper的复数形式.
362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363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364 football 1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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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54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366

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frequently 1 ['fri:kwəntli] adv.频繁地，经常地；时常，屡次
368 frigid 1 ['fridʒid] adj.寒冷的，严寒的；冷淡的
369 frustrated 1 [frʌ'streitid] adj.失意的，挫败的；泄气的 v.挫败；阻挠（frust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370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371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372 Galapagos 1 [galapægəus] n.加拉帕戈斯群岛（厄瓜多尔）
373 Galloway 1 ['gæləwei] n.苏格兰加罗韦原产的马
374 Georgetown 1 ['dʒɔ:dʒtaun] n.乔治城（圭亚那首都）
37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376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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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8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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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0 grandmother 1 ['grænd,mʌðə] n.祖母；女祖先 vt.当…的祖母 vi.当祖母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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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

典)格兰茨

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383 hall 1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382
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halls 1 n. 霍尔斯(男名)
385 hartle 1 n. 哈特尔
386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387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388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389 hotel 1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390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391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392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393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394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395 institution 1 [,insti'tju:ʃən] n.制度；建立；（社会或宗教等）公共机构；习俗
396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397 intimate 1 [英 ['ɪntɪmət] 美 [ˈɪntəmɪt]] adj.亲密的；私人的；精通的；有性关系的 n.知己；至交 vt.暗示；通知；宣布
398 Islands 1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399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400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401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402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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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4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405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384
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406

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lack

lakeside 1 ['leiksaid] n.湖边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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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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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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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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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412 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413 layouts 1 ['leɪaʊts] 布置
414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415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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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7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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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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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11

(英)利文

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421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422 losses 1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423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420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425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426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427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428 ma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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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4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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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9

威；进行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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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2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433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434 maximum 1 ['mæksiməm] n.[数]极大，最大限度；最大量 adj.最高的；最多的；最大极限的
435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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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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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438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439 meters 1 英 ['miːtə(r)] 美 ['miː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440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441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442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44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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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31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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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6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447 multiple 1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448 museums 1 [m'juːziəmz] n. 博物馆，展览馆（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）
449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445

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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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0

(姓)；(英)内姆

Nebraska 1 [ni'bræskə] n.内布拉斯加州
453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454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455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456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457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458 occupied 1 ['ɔkjupaid] adj.已占用的；使用中的；无空闲的 v.占有（occupy的过去分词）
459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460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461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462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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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4 optimistic 1 [,ɔpti'mistik] adj.乐观的；乐观主义的
465 originated 1 [ə'rɪdʒɪneɪt] v. 发起；开始；起源于；[计算机] 起始
466 origins 1 ['ɒrɪdʒɪnz] n. 起源 名词origin的复数形式.
467 ostrich 1 ['ɔ:stritʃ, 'ɔ-] n.鸵鸟；鸵鸟般的人
468 outraged 1 ['aʊtreɪdʒəd] adj. 震惊的；义愤填膺的 动词out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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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52

西、土)奥韦尔

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471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472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470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ally 1 ['pa:ʃəli] adv.部分地；偏袒地
474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475 patell 1 [pæ'tel] 膝盖骨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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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 pelican 1 ['pelikən] n.[鸟]鹈鹕
478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479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mənsɪz] 性能
480 petition 1 [pi'tiʃən] n.请愿；请愿书；祈求；[法]诉状 vi.请愿；请求 vt.请愿；请求；恳求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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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2 polar 1 ['pəulə] adj.极地的；两极的；正好相反的 n.极面；极线 n.(Polar)人名；(德、西)波拉尔
483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484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485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486 predecessor 1 ['pri:disesə, 'pre-] n.前任，前辈
487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488 preventative 1 [pri'ventətiv] n.预防法；预防物 adj.预防性的；防止的
489 princeton 1 ['prinstən] n.普林斯顿（美国新泽西州中部的自治市镇）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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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3
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491

produced

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493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494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495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496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497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498 proven 1 ['pru:vən] v.证明（prove的过去分词）
499 pursuit 1 [pə'sju:t] n.追赶，追求；职业，工作
500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501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50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503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504 recognizing 1 ['rekəgnaɪzɪŋ] v. 承认；认出，识别（动词recogniz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505 recurrence 1 [ri'kʌrəns, -'kə:-] n.再发生；循环；重现；重新提起
506 refund 1 [ri'fʌnd] vi.退还；偿还，归还 vt.退还；偿还；付还 n.退款；偿还，偿还额
507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508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509 regulations 1 [reɡjʊ'leɪʃnz] n. 规程；条例 名词regulation的复数形式.
510 reinfection 1 [,ri:in'fekʃən] n.[医]再感染
511 reopen 1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512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513 residence 1 ['rezidəns] n.住宅，住处；居住
514 respiratory 1 ['respərətəri, ri'spaiə-] adj.呼吸的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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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2
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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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7 reviewed 1 [rɪ'vjuː] n. 复习；回顾；检讨；评审 vt. 检阅；评论；温习；检讨 vi. 写评论
518 reward 1 [ri'wɔ:d] n.[劳经]报酬；报答；酬谢 vt.[劳经]奖励；奖赏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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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16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521 rolling 1 ['rəuliŋ] n.旋转；动摇；轰响 adj.旋转的；起伏的；波动的
522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520
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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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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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3

名；(英)拉什

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526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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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5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528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529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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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27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mester 1 [si'mestə] n.学期；半年
532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531

(英)西尼尔

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534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35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536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537 si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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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8 signatures 1 ['sɪgnətʃə] n. 签名；署名 名词signature的复数形式.
539 singing 1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540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541 sneezes 1 [s'niːzɪz] n. 打喷嚏；v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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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3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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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5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546 spectators 1 [spek'teɪtəs] n. 观众；目击者 名词spectator的复数形式.
547 spellman 1 n.(Spellman)人名；(英)斯佩尔曼
548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549 split 1 [split] vt.分离；使分离；劈开；离开；分解 vi.离开；被劈开；断绝关系 n.劈开；裂缝 adj.劈开的
550 sport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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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

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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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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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3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554 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555 stages 1 [steɪdʒ] n. 舞台；戏剧；阶段；步骤；行程 v. 上演；举行；组织；筹划；使出现
556 stanford 1 ['stænfəd] n.斯坦福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斯坦福大学（美国一所大学）
557 starting 1 ['stɑːt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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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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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0 streaming 1 ['stri:miŋ] n.流；（英）按能力分组 v.流动（stream的ing形式）
561 string 1 n.线，弦，细绳；一串，一行
562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563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564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65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66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567 summers 1 英 ['sʌmə(r)] 美 ['sʌmər] n. 夏天；夏季 adj. 夏季的 v. 度过夏天
568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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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0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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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2 symphony 1 ['simfəni] n.交响乐；谐声，和声
573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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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1

的）售得金额

talks 1 ['tɔːks] 会谈
576 teamed 1 [tiː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575

teams 1 [tiː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578 t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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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7

拉伯)塔勒

tempered 1 ['tempəd] adj.缓和的，温和的；调节的；有…气质的 v.调和（temper的过去分词）
580 temple 1 ['templ] n.庙宇；寺院；神殿；太阳穴 n.(Temple)人名；(法)唐普勒；(英)坦普尔
581 terry 1 ['teri] n.厚绒布；毛毛圈 adj.起毛毛圈的 n.(Terry)人名；(英、西、葡、法、塞)特里
582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583 theaters 1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584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85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586 theory 1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58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88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89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90 thoughts 1 ['θɔːts] n.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.
591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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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2 tickets 1 ['tɪkɪt] n. 票；券；标签；罚单；候选人名单 vt. 加标签于；售票；开罚单；检票，查验票证
593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594 tissue 1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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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59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98 transmission 1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599 transparency 1 [træns'pærənsi, -'pεə-, trænz-, trɑ:n-] n.透明，透明度；幻灯片；有图案的玻璃
60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01 tropical 1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602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6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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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4 ultimately 1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605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606 unanswered 1 [ʌn'a:nsəd] adj.未答复的；无反应的
6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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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8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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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9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610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11 us 1 pron.我们
612 USC 1 abbr. 超声波清洗(=Ultra Sonic Cleaning ) abbr. 《美国法典》(=United States Code)
613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61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615 Utah 1 ['ju:tɑ:] n.美国犹他州
616 venues 1 n. 场地，场馆（venue复数形式）；犯罪现场，发生地点
617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618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579
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620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6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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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2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623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624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625 wedding 1 ['wediŋ] n.婚礼，婚宴；结婚；结合 v.与…结婚（wed的ing形式） n.(Wedding)人名；(德)韦丁
62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627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2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29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630 Williams 1 ['wiljəmz] n.威廉姆斯（男子名）
631 windows 1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632 winters 1 n.温特斯（加利福尼亚州城市）；温特斯（美国警察剧系列）
633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634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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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1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636

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king

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38 yielded 1 [jiːld] v. 生产；获利；屈服；弯下去 n. 投资收益；生产量
639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640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41 Zealand 1 ['zi:lənd] n.西兰岛（丹麦最大的岛）
6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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