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0-08-31 词频表
the 7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and 4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3 in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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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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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

to

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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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of 3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6 it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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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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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you 2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8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9 hav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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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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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bu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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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On 13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7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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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be 1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5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6 how 1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7 so 1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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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they 1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9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0 people 10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21 some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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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

>稍微

an 9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3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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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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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

can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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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cnn 9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26 w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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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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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damage 8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29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30 if 8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31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2 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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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

灭；驱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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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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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firs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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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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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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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 his 7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39 re 7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0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41 which 7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42 abe 6 [eib] n.亚伯（男子名，等于Abraham）
43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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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 concer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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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coronavirus 6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46 hurricane 6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47 japan 6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48 like 6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49 minister 6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50 power 6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以
36

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6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人
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51

prime

52

she

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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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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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university 6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55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6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57 before 5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58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59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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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0 James 5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61 Laura 5 ['lɔ:rə] n.劳拉（女子名）
62 Louisiana 5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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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53

以)莫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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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really 5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66 s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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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4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tate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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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storm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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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67
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students 5 [st'juːdnts] 学生
70 test 5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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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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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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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today 5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74 trum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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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vide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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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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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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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ame 4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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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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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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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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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hit 4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82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83 need 4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84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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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86 togethe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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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88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89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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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91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92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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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5 cheating 3 英 [tʃiːtɪŋ] 美 ['tʃɪtɪŋ] n. 欺骗行为 动词cheat的现在分词.
96 computer 3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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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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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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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wn

economic 3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100 event 3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101 Germany 3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102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03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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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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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st 3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106 monitor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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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07 music 3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108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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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10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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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113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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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still 3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1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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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exas 3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116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115

took 3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118 universities 3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ːrsəti] n. 大学
119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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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0 whi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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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 advance 2 [əd'vɑ:ns, əd'væns] n.发展；前进；增长；预付款 vt.提出；预付；使……前进；将……提前 vi.前进；进展；上涨 adj.预
117

先的；先行的

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23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24 ai 2 [ai] abbr.人工智能（artificialintelligence） n.(Ai)人名；(中)艾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日)爱(名)
125 aire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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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6 anything 2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127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128 artificial 2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129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30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31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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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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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2

匈)博特

canine 2 ['keinain] adj.犬的；犬齿的；犬科的；似犬的 n.犬；[解剖]犬齿 n.(Canine)人名；(英)卡奈因
134 central 2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135 Charles 2 [tʃɑ:lz] n.查尔斯（人名）
136 chris 2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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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3
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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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9 colleges 2 ['kɒlɪdʒɪz] 高校
140 come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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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contact 2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142 contest 2 vt.争辩；质疑 vi.竞争；争辩 n.竞赛；争夺；争论
143 contributor 2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144 controls 2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145 crowd 2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146 cunningham 2 ['kʌniŋhæm] n.坎宁安（姓氏）
147 cutest 2 [kjuːt] adj. 可爱的；聪明的，精明的，伶俐的；漂亮的 n. 智取敌方的策略或手段；灵巧
148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14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0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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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8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152 experiment 2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153 fact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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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51

(英)法克特

fans 2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155 felt 2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156 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57 Florida 2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158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54

159

go 2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t 2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161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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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 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160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ulf
164 half
163

2 [gʌlf] n.海湾；深渊；分歧；漩涡 vt.吞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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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nd 2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166 hel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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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

普
167

2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
国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homes

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169 intelligence 2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170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71 Kansas 2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172 lake 2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173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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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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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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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176 Leipzig 2 ['laipsig] n.莱比锡城
177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178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179 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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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ma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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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1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82 Milena 2 米莱娜
183 mixed 2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84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185 needs 2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186 negative 2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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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norm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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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9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190 over 2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180

西、土)奥韦尔

participants 2 [pɑː'tɪsɪpənts] adj. 有份的；n
192 party 2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193 political 2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194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195 rebuilt 2 [ri:'bilt] v.重新组装（rebuil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重建
196 recorded 2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197 researchers 2 ['rɪsɜːt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198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191

199

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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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拉伯)赛义德

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201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202 software 2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203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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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stepping 2 英 [stepɪŋ] 美 ['stepɪŋ] n. 步进(通过透镜天线后波前的取平；改变)
205 student 2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206 suspicious 2 [sə'spiʃəs] adj.可疑的；怀疑的；多疑的
207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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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ing 2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209 tests 2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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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211

2 [triː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trees

up 2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213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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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volunteers 2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ːl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215 want 2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216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217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218 weekend 2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219 welcome 2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220 what 2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221 when 2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212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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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3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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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22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225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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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228 accurately 1 ['ækjuritli] adv.精确地，准确地
229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230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231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232 advisories 1 [əd'vaɪzəri] adj. 顾问的；咨询的；劝告的 n. 报告
233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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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236 airport 1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237 airports 1 ['eəpɔːts] 机场
238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239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224

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24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42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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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4 annual 1 ['ænjuəl] adj.年度的；每年的 n.年刊，年鉴；一年生植物
245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246 aren 1 阿伦
247 arena 1 [ə'ri:nə] n.舞台；竞技场 n.(Arena)人名；(英)阿里纳；(意、西、葡、德)阿雷纳
248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249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250 assess 1 [ə'ses] vt.评定；估价；对…征税
251 assessing 1 [ə'ses] v. 评定；评估；估算
252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253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254 audio 1 ['ɔ:diəu] adj.声音的；[声]音频的，[声]声频的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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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

古斯特

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57 awesome 1 [英['ɔː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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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9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260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261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262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263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264 boom 1 [bu:m] vt.使兴旺；发隆隆声 vi.急速发展；发隆隆声 n.繁荣；吊杆；隆隆声 n.(Boom)人名；(法、德)博姆
265 booming 1 ['bu:miŋ] adj.兴旺的，繁荣的；大受欢迎的 v.兴旺（boom的ing形式）；发出隆隆声
266 bowel 1 ['bauəl] n.肠；内部；同情 vt.将……的肚肠取出
267 brakes 1 [breɪk] n. 制动器；闸；刹车 v. 刹车
268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256
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brigham 1 n.布里格姆（男子名）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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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1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272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273 brunt 1 [brʌnt] n.冲击；主要冲力 n.(Brunt)人名；(英)布伦特
274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275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276 campu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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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

斯

campuses 1 ['kæmpəs] n. 校园；场地 adj. 校园的
278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279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280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281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282 category 1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277

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284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285 caused 1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286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287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283
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289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290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291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
288

班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293 clearer 1 ['kliərə] n.[助剂]澄清剂；清洁器 adj.更清楚的
294 colitis 1 [kɔ'laitis] n.[内科]结肠炎
295 comfortable 1 ['kʌmfətəbl] adj.舒适的，舒服的 n.盖被
296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297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298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299 conclusions 1 [kənk'luːʒnz] 结论
300 conducted 1 [kən'dʌkt] n. 行为；举动；品行 v. 引导；指挥；管理 vt. 导电；传热
301 continuous 1 [kən'tinjuəs] adj.连续的，持续的；继续的；连绵不断的
302 convinced 1 [kən'vinst] adj.确信的；深信的 v.使确信（convince的过去分词）；说服
303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292
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305 corona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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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06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307 crucial 1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308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309 cure 1 [kjuə] vt.治疗；治愈；使硫化；加工处理 vi.治病；痊愈；受治疗；被硫化；被加工处理 n.治疗；治愈；[临床]疗法 n.
304

(Cure)人名；(罗)库雷；(法)屈尔；(英)丘尔；(塞)楚雷

cuteness 1 ['kju:tnis] n.娇小可爱
311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312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313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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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10

土)达伊

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316 debris 1 ['deibri:] n.碎片，残骸 n.(Debris)人名；(法)德布里
317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318 decline 1 [di'klain] n.下降；衰退；斜面 vi.下降；衰落；谢绝 vt.谢绝；婉拒
319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320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321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322 detect 1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323 devastated 1 ['devəsteɪt] vt. 毁坏；使荒芜；使震惊
324 devastating 1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315

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326 diplomacy 1 [di'pləuməsi] n.外交；外交手腕；交际手段
327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328 distances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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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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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31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332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325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334 dozen 1 ['dʌzən] n.十二个，一打 adj.一打的
335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336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337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338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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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3
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341 electronic 1 adj.电子的 n.电子电路；电子器件
342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343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344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345 enjoyed 1 [ɪn'dʒɔɪd] v. 享受，喜欢（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46 enrollment 1 [in'rəulmənt] n.登记；入伍
347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348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349 exam 1 [ig'zæm] n.考试；测验
350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351 experiments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352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353 explosive 1 [ik'spləusiv] adj.爆炸的；爆炸性的；爆发性的 n.炸药；爆炸物
354 exposing 1 [ɪks'pəʊzɪŋ] n. 暴露；揭露；曝光；陈列 动词expo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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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6 facemask 1 [fæs'mɑːsk] 面罩
357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340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359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360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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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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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3 flare 1 vt.使闪耀；使张开；用发光信号发出；使外倾 vi.闪耀，闪光；燃烧；突然发怒 n.加剧，恶化；底部展开；（鼻孔）张
358

开的意思；闪光，闪耀；耀斑；爆发；照明弹

florescent 1 [flɔ:'resnt] adj.花盛开的，开花的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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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6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364

36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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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

framework 1 ['freimwə:k] n.框架，骨架；结构，构架
369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370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371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372 gel 1 [dʒel] vi.胶化 n.[物化]凝胶，胶体 n.(Gel)人名；(德、捷)格尔
373 gig 1 n.旋转物；鱼叉；轻便双轮马车；现场演出；临时工作 vi.乘轻便双轮马车；起绒；叉鱼 vt.使…起绒；用鱼叉叉；记过处
368

分

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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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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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377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374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379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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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0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381 grade 1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378
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gridlock 1 ['gridlɔk] vi.交通阻塞 n.僵局；极端严重的全面交通壅塞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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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4 Halle 1 ['hɑ:lə] n.哈雷（德国城市）
385 handed 1 ['hændid] adj.有手的；用...手的 v.帮助（hand的过去分词）；递送
386 hardest 1 ['hɑːdɪst] adv. 极难地 adj.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.
387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388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389 hearts 1 英 [hɑːt] 美 [hɑːrt] n. 心；内心；中心；要点；红桃 v. 将…记在心里，铭记；鼓励
390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391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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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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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94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395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382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397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398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399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396
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Honolulu 1 [,hɔnə'lu:lu:] n.火奴鲁鲁（即“檀香山”，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和港市）
401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402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403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404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405 identities 1 [aɪ'dentəti] n. 一致；身份；特征
406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407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400

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409 inland 1 ['inlənd, -lænd] n.内地；内陆 adj.内陆的；内地的；国内的 adv.在内地；向内地；向内陆；在内陆
410 instruction 1 [in'strʌkʃən] n.指令，命令；指示；教导；用法说明
411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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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2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413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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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8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416 katrina 1 [kə'tri:nə] n.卡特里娜（女子名）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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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8 ki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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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9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420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421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422 lawmaker 1 ['lɔ:,meikə] n.立法者
423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415
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425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426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427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428 liberal 1 ['libərəl] adj.自由主义的；慷慨的；不拘泥的；宽大的 n.自由主义者 n.(Liberal)人名；(葡)利贝拉尔
42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430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431 lining 1 ['lainiŋ] n.衬里；内层；衬套
432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433 littering 1 ['lɪtərɪŋ] 乱丢垃圾
434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435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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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6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437 loo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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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24

(英)卢克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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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8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loved
441 make
440

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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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4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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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6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447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448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449 microphone 1 ['maikrəfəun] n.扩音器，麦克风
442

mile 1 [mail] n.英里；一英里赛跑；较大的距离 n.(Mile)人名；(塞、匈、法)米莱
451 mileage 1 ['mailidʒ] n.英里数
452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453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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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4 mode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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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50
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Mondays 1 ['mʌndiz] adv.每星期一
456 monitor 1 n.监视器；监听器；监控器；显示屏；班长 vt.监控
45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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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55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60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461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462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463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64 neighborhoods 1 ['neɪbɔːhʊdz] 生活社区
465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466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467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468 normality 1 [nɔ:'mæləti] n.常态；[化学]当量浓度；[化学]规定浓度
469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470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471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472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73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474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475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476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477 olympics 1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478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479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480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481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482 opt 1 [ɔpt] vi.选择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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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4 ordinary 1 ['ɔ:dinəri, -neri-] adj.普通的；平凡的；平常的 n.普通；平常的人（或事）
48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48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87 outbreaks 1 暴发
488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489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490 parliament 1 ['pɑ:ləmənt] n.议会，国会
491 participating 1 [pɑː'tɪsɪpeɪtɪŋ] adj. 一起参加的
492 passes 1 ['paːsɪz] n. 途径；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.
493 patrolling 1 英 [pə'trəʊl] 美 [pə'troʊl] n. 巡逻；巡查 v. 巡逻；巡查
459

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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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6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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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8 pet 1 [pet] n.宠物；生气；受宠爱的人 vt.宠爱 vi.生气；爱抚 adj.宠爱的 n.(Pet)人名；(俄)佩特；(柬)贝
499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500 pine 1 [pain] vi.渴望，痛苦；憔悴 n.[林]松树；凤梨，菠萝 vt.为…悲哀；哀悼 adj.松木的；似松的 n.(Pine)人名；(英)派因
501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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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4

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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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03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504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505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506 postponed 1 英 [ˌpəʊst'pəʊnd] 美 [ˌpoʊst'poʊnd] adj. 延期的；缓办的 动词postpo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07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508 presided 1 [prɪ'zaɪd] v. 主持；任主席；统辖
509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510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511 prize 1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512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513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514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515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502

程式

project 1 [英 [prəˈ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517 protects 1 [prə'tekt] v. 保护；投保
518 proving 1 ['pru:viŋ] v.证明；校对；发酵（prove的ing形式） n.证明；检查；校对 adj.检验的
519 pumped 1 [pʌmpt] adj.（肌肉由于过度运动）肿胀的；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；腐心的 v.用泵送；汲取；使喘不过气来（pump的
516

过去分词）
520

put

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522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523 rated 1 ['reɪtɪd] adj. 额定的 动词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24 rationally 1 ['ræʃənəli] adv.理性地；讲道理地
525 reasons 1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52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527 reelect 1 [,ri:i'lekt] vt.改选；重选
528 regardless 1 adj.不管的；不顾的；不注意的 adv.不顾后果地；不管怎样，无论如何；不惜费用地
529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530 reminder 1 [ri'maində] n.暗示；提醒的人/物；催单
531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tɪŋ] 美 [rɪ'pɔː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532 resignation 1 [,rezig'neiʃən] n.辞职；放弃；辞职书；顺从
533 resigned 1 [ri'zaind] adj.顺从的；已辞职的；己放弃的 v.辞职；顺从（resign的过去分词）
534 restored 1 [rɪ'stɔːd] adj. 恢复的
535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521

resume 1 [rezju:'mei, ri'zju:m; -'zu:m] n.摘要；[管理]履历，简历 vt.重新开始，继续；恢复，重新占用 vi.重新开始，继续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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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8 review 1 [ri'vju:] n.回顾；复习；评论；检讨；检阅 vt.回顾；检查；复审 vi.回顾；复习功课；写评论
5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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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36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pped 1 [ript] adj.喝醉的；受毒品麻醉的 v.撕；扯（rip的过去分词）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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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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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40
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roots 1 [ruːt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544 Ruins 1 n.遗迹（ruin的复数形式）；废墟 v.毁灭（ruin的三单形式）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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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3

名；(英)拉什

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547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548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549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550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546
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52 scraps 1 [skræps] n.残羹剩饭；刮屑（scrap的复数）
553 screener 1 英 ['skriːnə(r)] 美 ['skriːnər] 筛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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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51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ured 1 英 [sɪ'kjʊə(r)] 美 [sə'kjʊr] adj. 安全的；牢靠的；稳妥的 vt. 使安全；获得；固定
556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557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558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559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60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561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562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563 simulating 1 ['sɪmjʊleɪtɪŋ] 模拟
564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565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566 sniff 1 [snif] vi.嗅；嗤之以鼻 vt.嗅；闻；用力吸；发觉 n.吸，闻；嗤之以鼻；气味；以鼻吸气；吸气声
567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568 somewhat 1 ['sʌmhwɔt, -hwət] n.几分；某物 adv.有点；多少；几分；稍微
569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570 spawned 1 [s'pɔːnd] adj. 孵化的 动词spaw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71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572 sporting 1 ['spɔ:tiŋ] adj.运动的；冒险性的；公正的；喜好运动的 v.娱乐；玩弄（sport的ing形式）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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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4 staff 1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555
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staged 1 [steidʒd] adj.分期的 v.stage过去式及过去分词
576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575
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starting 1 ['stɑːt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578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579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580 stimulus 1 ['stimjuləs] n.刺激；激励；刺激物
581 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577
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streets 1 [st'riːts] 街道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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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4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585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586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87 suffers 1 英 ['sʌfə(r)] 美 ['sʌfər] vt. 遭受；忍受；容忍，宽恕，听任；允许，准许 vi. 受苦；患病；受损失；变差，变糟；处于
582

不利地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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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9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590 surfaces 1 英 ['sɜːfɪs] 美 ['sɜːrfɪs] n. 表面；外表；平面 adj. 表面的；肤浅的 vt. 在 ... 上加表层；使 ... 成平面 vi. 浮到水面；显
588

露；在表面工作

survey 1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592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593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594 teams 1 [tiː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595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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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1

拉伯)塔勒

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598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599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600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601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602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6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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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4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605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606 tight 1 [tait] adj.紧的；密封的；绷紧的；麻烦的；严厉的；没空的；吝啬的 adv.紧紧地；彻底地 n.(Tight)人名；(英)泰特
6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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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8 Tokyo 1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609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610 tool 1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611 tornado 1 [tɔ:'neidəu] n.[气象]龙卷风；旋风；暴风；大雷雨 n.(Tornado)人名；(西)托纳多
612 toto 1 ['təutəu] n.全部；总数 n.(Toto)人名；(意、南非、印尼)托托
613 touched 1 adj.受感动的；神经兮兮的 v.触摸（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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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5 trackers 1 n. 追踪者（tracker的复数形式）
616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17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618 treating 1 [triː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597

tremendously 1 [tri'mendəsli] adv.非常地；可怕地；惊人地
620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62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22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6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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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4 tsa 1 n. 二级天线
625 tsas 1 (=traumatic segmental arterial spasm) 外伤性节段性动脉痉挛
6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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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619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628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62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630 ulcerative 1 ['ʌlsərətiv] adj.溃疡性的；引起溃疡的
6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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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2 undergraduate 1 [,ʌndə'grædjuət] n.大学生；大学肄业生 adj.大学生的
633 undergraduates 1 [ʌndəɡ'rædʒuəts] 大学生
634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635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636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637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38 upended 1 [ʌ'pendɪd] 颠倒，倒置；使竖立（ up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）
639 ups 1 abbr. 不间断电源(=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) abbr. 联合包裹服务(=United Parcel Service)
640 us 1 pron.我们
641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64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643 ventilation 1 [,venti'leiʃən] n.通风设备；空气流通
6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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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45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646 visible 1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647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648 vizsla 1 ['viʒlə] n.维希拉猎犬（一种匈牙利种猎狗）
649 voluntarily 1 ['vɔləntərili] adv.自动地；以自由意志
650 wag 1 [wæg] vt.摇摆；摇动；饶舌 vi.摆动；喋喋不休；蹒跚而行 n.摇摆；爱说笑打趣的人
6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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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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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3 webcam 1 ['webkæm] n.网络摄像头
654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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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27

韦尔

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6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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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7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658 whew 1 [hwju:] int.哟！；唷！（表示惊讶、失望、厌恶等）
659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60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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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1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662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655

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664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66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6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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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663

(英、德)沃斯特

wrath 1 [rɔθ, ræθ, rɑ:θ] n.愤怒；激怒
668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667

人名；(英)朗
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669

young

670

zero

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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