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0-12-03 词汇表
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2 about 4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4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5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6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7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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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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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 aircrew 1 ['εəkru:] n.全体机组人员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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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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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14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15 ambassador 1 [æm'bæsədə] n.大使；代表；使节
16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17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18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19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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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and 4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2 angel 1 ['eindʒəl] n.天使；守护神；善人 vt.出钱支持 n.(Angel)人名；(德、塞、俄、保、瑞典、挪)安格尔；(土)安盖尔；(法、葡)
3

安热尔；(西)安赫尔；(英、罗)安杰尔

angeles 2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24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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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r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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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28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9 as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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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aside 1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31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32 at 7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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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tractions 1 [ət'rækʃnz] 知名旅游吸引物
34 Australia 8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35 authorities 1 [ɔː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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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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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 bananas 1 [bə'nɑ:nəs] n.[园艺]香蕉（banana的复数形式）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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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7

匈)邦克

Banks 2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41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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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

bay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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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44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45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4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47 be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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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9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50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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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53 betta 1 ['betə] n.[鱼]搏鱼；搏鱼属的鱼 n.(Betta)人名；(法、意)贝塔；(日)别田(姓)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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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变得较好
43
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56 bi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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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bigger 3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58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59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55
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blanketing 1 ['blæŋkitiŋ] n.毛毯；毯子的覆盖；掩蔽，掩盖 v.用毯子盖；遮掩（blanket的ing形式）
61 blankets 1 ['blæŋkɪt] n. 毛毯；覆盖物；排字版 vt. 覆盖；用毯子裹；扑灭；挡风；使包含 adj. 包含所有的；适用于所有情形的
62 blaze 1 [bleiz] vt.在树皮上刻路标；公开宣布 n.火焰，烈火；光辉；情感爆发 vi.燃烧；照耀，发光；激发 n.(Blaze)人名；(法)布
60

拉兹；(马其)布拉热

blew 1 [blu:] blow的过去式
64 boat 6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65 boater 2 ['bəutə] n.硬草帽；乘船的人
66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67 bond 1 n.债券；结合；约定；粘合剂；纽带 vi.结合，团结在一起 vt.使结合；以…作保 n.(Bo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刚(金)、瑞
63

典)邦德

bough 1 [bau] n.大树枝 n.(Bough)人名；(英)博夫
69 breaking 2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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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72 burned 1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73 burning 1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74 bush 8 [buʃ] n.灌木；矮树丛 vt.以灌木装饰；使…精疲力竭 vi.丛生；浓密地生长 adj.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；粗野的
75 but 9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76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77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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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 cacti 1 ['kæktai] n.[园艺]仙人掌（cactus的复数形式）
80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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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83 campfire 1 ['kæmp,faiə] n.营火；营火会
84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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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

的）食品罐头
85

capacity

1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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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psized 1 英 [kæp'saɪz] 美 ['kæpsaɪz] v. 倾覆；翻转
87 capsizing 1 英 [kæp'saɪz] 美 ['kæpsaɪz] v. 倾覆；翻转
88 captain 1 ['kæptin] n.队长，首领；船长；上尉；海军上校 vt.指挥；率领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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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1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92 catch 3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93 causing 1 [kɔː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94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95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96 chargers 1 n. 电光队（球队名）
97 cheer 1 [tʃiə] vt.欢呼；使高兴；为…加油 n.欢呼；愉快；心情；令人愉快的事 vi.欢呼；感到高兴
98 chiquita 1 [tʃi'ki:tə] n.彻姬塔（女子名）；奇基塔（公司名）
99 Christmas 2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100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86
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climbed 1 [klaɪm] v. 攀登；爬；上升 n. 爬；攀爬处
102 clinge 1 [地名] [荷兰] 克灵厄
103 clip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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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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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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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lose

closing 2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106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107 cnn 4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08 coas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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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col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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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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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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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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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115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116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117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118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119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120 consumed 3 英 [kən'sjuːmd] 美 [kən'suːmd] adj. 耗尽的；用光的 动词consum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21 consuming 1 [kən'sju:miŋ] adj.消费的；强烈的 v.消耗（consume的ing形式）
122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123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124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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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

乐的

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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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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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1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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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31 crab 1 [kræb] n.螃蟹；蟹肉；脾气乖戾的人；起重机 vt.抱怨；破坏；使偏航 vi.捕蟹；发牢骚；抱怨
132 cruise 1 [kru:z] vi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vt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n.巡航，巡游；乘船游览 n.(Cruise)人名；(德)克鲁伊泽；(英)克鲁斯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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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4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135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136 defined 1 [dɪ'faɪnd] adj. 有定义的；明确的，确定的，清晰的；轮廓分明的 v. 规定；限定；定义；解释（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
130

过去分词）

Delaware 1 ['deləwɛə] n.特拉华州（位于美国东部）
138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139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140 destination 2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141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42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143 distress 1 [di'stres] n.危难，不幸；贫困；悲痛 vt.使悲痛；使贫困
144 distressed 1 [di'strest] adj.痛苦的；忧虑的；贫困的；受损的 v.使痛苦；使紧张；使困苦（distress的过去分词）
145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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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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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47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148 domestic 1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149 dotting 1 英 [dɒt] 美 [dɑːt] n. 少量；小圆点；小东西 v. 点缀；作小点记号 [计算机] 点.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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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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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153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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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156 dubbed 1 ['dʌbd] adj. 命名的；配音的；译制的 动词dub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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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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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 e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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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0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161 ecosystem 1 ['i:kəu,sistəm, 'ekəu-] n.生态系统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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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1
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164 end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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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66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167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168 estimated 3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16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70 evacuate 1 [i'vækjueit] vt.疏散，撤退；排泄 vi.疏散；撤退；排泄
171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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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3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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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exploded 1 [ik'spləudid] adj.爆炸了的；分解的；被破除的 v.爆炸（explode的过去分词）
1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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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ported 1 英 ['ekspɔːt] 美 ['ekspɔːrt] n. 输出；出口；输出品；输出存储器的信息 v. 输出；出口；带走，运走；从存储器输出信息
175 exposed 1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176 extends 1 [ɪk'stend] v. 延伸；延长；伸展；扩展；提供；使竭尽全力
177 eye 2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178 factoring 1 ['fæktəriŋ] n.[数]因子分解，[数]因式分解；保付代理 v.把…因素包括进去（factor的ing形式）
179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180 fascinating 1 ['fæsineitiŋ] adj.迷人的；吸引人的；使人神魂颠倒的 v.使…着迷；使…陶醉（fascinate的ing形式）
181 feeding 1 ['fi:diŋ] n.饲养；吃；输送 adj.供给饲料的；摄取食物的 v.饲养（feed的ing形式）
182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183 female 17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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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186 figured 1 ['figəd] adj.华丽的；有形状的；用图画表现的；有图案的 v.以图画或图表描绘；设想（fig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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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189 fire 8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174

枪；激动；烧火

firefighters 2 ['faɪəˌfaɪtəz] n. 消防员（firefighter的复数）
191 fires 4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192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190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sh 4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194 fisheries 1 ['fɪʃəri] n. 渔场；渔业
195 fishermen 6 ['fɪʃəmən] n. 渔夫；渔船 名词fisherman的复数形式.
196 fishes 1 n. 鱼 名词fish的复数形式. Fishes. n. 双鱼宫
197 fishing 1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198 flames 2 [fleɪmz] n. 火焰 名词flame的复数形式.
199 Florida 3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200 food 9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201 foot 3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202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03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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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93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206 Fraser 5 ['freizə] n.弗雷则河（加拿大西南部河流）；弗雷泽（男子名）
207 Friday 2 ['fraidi] n.星期五
208 from 1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09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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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212 gentleman 2 n.先生；绅士；有身份的人
213 get 7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14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15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216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217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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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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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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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21 grant 1 [grɑ:nt, grænt] vt.授予；允许；承认 vi.同意 n.拨款；[法]授予物 n.(Grant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塞、德、意)
220

格兰特；(法)格朗

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223 green 2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224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225 groceries 1 n.杂货；食品；生活用品
226 grocery 2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227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228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229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230 guard 3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231 gushing 1 ['gʌʃiŋ] adj.涌出的；过分热情的；易动感情的 v.涌出（gush的ing形式）
232 guys 2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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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22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mper 1 ['hæmpə] vt.妨碍；束缚；使困累 n.食盒，食篮；阻碍物
23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236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37 happy 2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238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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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9 hav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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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 haze 1 [heiz] n.阴霾；薄雾；疑惑 vt.使变朦胧；使变糊涂 vi.变朦胧；变糊涂 n.(Haze)人名；(法)阿泽
241 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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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healthy 2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243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244 heat 3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245 heats 1 [hiːt] n. 热度；热；热烈；激烈；发烧 v. (使)变热；(使)激动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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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

普

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48 heritage 1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249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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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7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252 hill 1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253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254 his 8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55 h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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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 holiday 2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257 holly 1 ['hɔli] n.冬青树（等于holmoak） adj.冬青属植物的 n.(Holly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、罗)霍利；(西)奥利
258 hope 2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259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60 horn 1 [hɔ:n] n.喇叭，号角；角 vt.装角于 n.(Horn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捷、罗、波、芬、希、瑞典)霍恩；(法)奥尔恩；(柬)洪
261 hottest 1 ['hɒtɪst] adj. 最热的；热烈的 形容词hot的最高级.
262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2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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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264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265 hunger 1 ['hʌŋgə] n.饿，饥饿；渴望 vi.渴望；挨饿 vt.使……挨饿 n.(Hunger)人名；(德、波)洪格尔；(英)亨格
266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67 ignited 1 [ɪɡ'naɪt] vi. 着火；燃烧 vt. 点燃；使 ... 燃烧；引发
268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269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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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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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71 insecure 1 [,insi'kujə] adj.不安全的；不稳定的；不牢靠的
272 insecurity 1 [,insi'kjuərəti] n.不安全；不牢靠；无把握；心神不定
273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274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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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6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77 island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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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8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279 i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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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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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81 ivy 1 ['aivi] adj.常春藤联盟的 n.常春藤 n.(Ivy)人名；(英)艾维，艾薇(女名)
282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283 joanne 2 [dʒəu'æn] n.乔安妮（女子名）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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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0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el 1 ['dʒəuəl] n.（圣经中的）约耳书；约珥（圣经人物）
286 Jose 1 n.约瑟（人名）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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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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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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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9 keeping 2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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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1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288

名；(德)基林

kitchens 1 n. 厨房 名词kitchen的复数形式.
293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94 la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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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5 largest 2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296 la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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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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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298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299 leafing 1 ['liːfɪŋ] n. 叶浮；浮起；金属粉末悬浮现象 动词leaf的现在分词.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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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1 lef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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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02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303 leveraging 1 英 ['liːvərɪdʒ] 美 ['levərɪdʒ] n. 杠杆；杠杆作用；举债经营 v. 举债经营；补充(金钱等)；对…产生影响
304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305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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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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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307 litt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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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 load 1 [ləud] n.负载，负荷；工作量；装载量 vi.[力]加载；装载；装货 vt.使担负；装填
309 loaves 1 [ləuvz] n.大块烤过的食物
310 local 3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311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306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3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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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(英)卢克

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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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3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315

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316

ma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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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因
3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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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e

male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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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9 man 3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318
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21 marina 1 [mə'ri:nə] n.码头，[船]小艇船坞；散步道 n.(Marina)人名；(罗、塞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马里纳，玛丽娜(女名)
322 mariners 1 ['mærɪnəz] 船员
323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324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ːr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325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326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327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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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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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330 measly 1 ['mi:zli] adj.患麻疹的；极少的；低贱的
331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332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33 Mexican 1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334 Mexico 3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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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6 mike 3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337 Miles 3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338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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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9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340 minute 1 [ˈmɪnɪt] n.分，分钟；片刻，一会儿；备忘录，笔记；会议记录 vt.将…记录下来 adj.微小的，详细的[maɪˈnjuːt;US320

ˈnuːt;maɪˋnut]

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342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43 Monterey 3 [mɔntə'rei] n.蒙特利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344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34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346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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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41

以)莫雷
347

most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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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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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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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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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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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1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352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353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54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355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356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57 neighborhoods 1 ['neɪbɔːhʊdz] 生活社区
358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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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0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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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2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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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4 non 2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365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66 notified 1 英 ['nəʊtɪfaɪ] 美 ['noʊtɪfaɪ] v. 通知；报告；通告
367 notifying 1 英 ['nəʊtɪfaɪ] 美 ['noʊtɪfaɪ] v. 通知；报告；通告
368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369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70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371 of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72 off 4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73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74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375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76 ominously 1 ['ɒmɪnəsli] adv. 有预兆地；不祥地
377 O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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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8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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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9 only 3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380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381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382 opposite 1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383 opulent 1 ['ɔpjulənt] adj.丰富的；富裕的；大量的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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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5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86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87 o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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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8

灭；驱逐

outside 2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389 overnight 2 [,əuvə'nait, 'əuvənait] adv.通宵；突然；昨晚 adj.晚上的；通宵的；前夜的 n.头天晚上；一夜的逗留 vt.连夜快递 vi.过一
388

夜

package 1 ['pækidʒ] n.包，包裹；套装软件，[计]程序包 adj.一揽子的 vt.打包；将…包装
391 pajaro 1 n. 大型越野车
392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3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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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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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nering 1 英 ['pɑːtnə(r)] 美 ['pɑːr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395 partnership 1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396 parts 4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397 passenger 1 ['pæsindʒə] n.旅客；乘客；过路人；碍手碍脚的人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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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9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00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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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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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 pla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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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4

特；(法)普朗
4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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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lants

plucked 1 [纺] 细不匀
405 poinsett 1 n. 波因塞特
406 poinsettia 9 [pɔin'setiə, -'setə] n.一品红；猩猩木；圣诞红
407 poinsettias 1 n.猩猩木( poinsettia的名词复数 ); 一品红
408 popular 3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409 port 1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404
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pot 1 [pɔt] n.壶；盆；罐 vt.把…装罐；射击；节略 vi.随手射击 n.(Pot)人名；(柬)布特；(捷)波特；(法)波
411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412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413 preferred 1 英 [prɪ'fəd] 美 [prɪ'fɜːd] adj. 首选的；有优先权的
414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415 prior 1 adj.优先的；在先的，在前的 n.小修道院院长；大修道院的副院长;（隐修院）会长;犯罪前科 n.(Prior)人名；(法、西、
410

葡、捷)普里奥尔；(英)普赖尔；(意)普廖尔

processing 1 n. 进程；步骤；数据处理；整理；配制
417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418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419 profits 1 n.[会计]收益，红利；盈利（profit的复数）
420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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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6

程式

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422 pronounce 1 [prəu'nauns] vt.发音；宣判；断言 vi.发音；作出判断
423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424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425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421

形式）
4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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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428 Quebec 1 [kwi'bek; kə-] n.魁北克（加拿大港市省名）
429 Rages 1 v.肆虐；发怒（rag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狂怒；凶猛；激情（rage的复数）
430 rainforest 1 英 ['reɪnfɒrɪst] 美 ['reɪnfɔːrɪst] n. 雨林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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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2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33 ready 2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427

人名；(英)雷迪
434

reality

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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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5

6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cord

red 2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437 reliably 1 [ri'laiəbli] adv.可靠地；确实地
438 relief 2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439 relieved 1 [ri'li:vd] adj.放心的 v.减轻；解除（relieve的过去分词）
440 replanted 1 英 ['riː'plɑːnt] 美 [riː'plɑːnt] v. 改种；再植；移植
441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442 rescued 2 ['reskjuː]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443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444 resorts 1 英 [rɪ'zɔːt] 美 [rɪ'zɔːrt] n. (度假)胜地；手段；凭借 vi. 诉诸；常去
445 restaurants 3 餐馆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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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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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8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449 riviera 1 [,rivi'εərə] n.里维埃拉（南欧沿地中海一地区）
450 root 2 [ru:t, rut] n.根；根源；词根；祖先 vi.生根；根除 vt.生根，固定；根源在于 n.(Root)人名；(英)鲁特；(德、瑞典)罗特
451 rooting 1 ['ruːtɪŋ] adj. 生根的 v. 使固定
452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447

人名；(英)朗宁
453

1 [rʌʃ] n.冲进；匆促；急流；灯心草 adj.急需的 vt.使冲；突袭；匆忙地做；飞跃 vi.冲；奔；闯；赶紧；涌现 n.(Rush)人
名；(英)拉什

rush

sail 1 [seil] vi.航行；启航，开船 n.帆，篷；航行 vt.航行
455 salmon 2 n.鲑鱼；大马哈鱼；鲑肉色；鲑鱼肉；橙红色，粉橙色 adj.浅澄色的
456 San 2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457 sand 2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454
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459 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460 saw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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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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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58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463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64 scenes 1 ['siːnz] n. 场景；背景，景色（名词scene的复数形式）
465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66 scorched 1 [skɔ:tʃt] n.烧焦，烤焦；焦头烂额 v.使烧焦；使枯萎（scorch的过去分词） adj.烧焦的
467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468 seafood 6 ['si:fud] n.海鲜；海味；海产食品
469 season 7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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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62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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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3 seems 1 [siː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474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75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476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477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471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478

set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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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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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0 shades 1 ['ʃeɪdz] n. 墨镜；夜幕；阴间；回忆 名词shade的复数形式.
481 shipping 3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482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483 shirt 1 [ʃə:t] n.衬衫；汗衫，内衣
484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479

肖

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486 shrimp 2 [ʃrimp] n.虾；小虾；矮小的人 vi.捕虾 adj.有虾的；虾制的
487 shrubs 1 灌木
488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489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490 signal 2 n.信号；暗号；导火线 vt.标志；用信号通知；表示 adj.显著的；作为信号的 vi.发信号 n.(Signal)人名；(瑞典)西格纳尔
491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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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494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495 sixth 1 [siksθ] n.月的第六日，（与the连用的）第六个；六分之一 adj.（与the连用）第六的，第六个的；六分之一的
496 sixty 1 ['siksti] num.六十；六十个
497 sized 1 [saizd] adj.有…大小的 v.相比（size的过去分词）；按大小分类
498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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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85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maller 1 [s'mɔːlər] adj. 较小的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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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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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2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503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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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9
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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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5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506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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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8 sorts 1 ['sɔːts] n. 种类 分类.
509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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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0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511 splurge 1 [splə:dʒ] vi.挥霍；卖弄 n.挥霍；炫耀 vt.挥霍；夸耀
512 spotted 1 ['spɔtid] adj.有斑点的；斑纹的；弄污的 v.发现（spot的过去分词）；玷污；弄上污痕 n.(Spotted)人名；(英)斯波蒂德
5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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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04
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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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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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6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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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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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imulus 1 ['stimjuləs] n.刺激；激励；刺激物
519 stingray 1 ['stɪŋreɪ] n. 黄貂鱼；刺鳐
520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521 store 2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5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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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ories 1 [s'tɔː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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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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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2
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strip 1 [strip] vt.剥夺；剥去；脱去衣服 n.带；条状；脱衣舞 vi.脱去衣服
526 stro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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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7 Stuart 4 [stjuət] n.英国斯图亚特王室；斯图尔特（男子名，等于Stewart）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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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9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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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1 surge 1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532 sweltering 1 ['sweltəriŋ] adj.闷热的；热得难受的
533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534 table 1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535 tables 1 [teɪblz] n.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.
5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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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5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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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38 tall 2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537

(土)塔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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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拉伯)塔勒

539

tell

540

tha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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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k 3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542 that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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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3 the 8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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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5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46 then 4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47 there 9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54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49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50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51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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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3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554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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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6 those 5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57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58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559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560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561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62 thumb 1 [θʌm] vt.翻阅；以拇指拨弄；作搭车手势；笨拙地摆弄 vi.用拇指翻书页；竖起拇指要求搭车 n.拇指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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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1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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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5 to 41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5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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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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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8 toil 1 [tɔil] n.辛苦；苦工；网；圈套 vi.辛苦工作；艰难地行进 vt.费力地做；使…过度劳累
56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570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71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566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573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74 tre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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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2

的复数形式

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576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77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578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579 tuna 1 ['tju:nə] n.金枪鱼，鲔鱼 n.(Tuna)人名；(葡、匈、捷、土、塞)图纳
580 tuned 1 [tju:nd] adj.经调谐的；谱好曲的；调好台的 v.调整；调音；发出乐音（tune的过去分词）
58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82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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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4 unesco 1 [ju:'neskəu] abbr.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itedNationsEducational，Scientific，andCulturalOrganization）
585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586 unidentified 4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87 uniqu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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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8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89 untouched 1 [,ʌn'tʌtʃt] adj.未受影响的；未改变的；未触动过的；不受感动的
590 up 6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591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92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59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594 vacation 1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595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596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97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598 vessel 2 ['vesəl] n.船，舰；[组织]脉管，血管；容器，器皿 n.(Vessel)人名；(荷)费塞尔；(俄、意、捷)韦塞尔
599 vide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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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0 Wales 2 [weilz] n.威尔士（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地区）
601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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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75
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was 1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604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605 wat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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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6 wat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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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7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603

示意；卷曲

waved 1 [weivd] adj.波浪形的；起伏的 v.挥动（wave的过去式）；成波浪形
609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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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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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611 w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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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2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613 well 3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610

韦尔

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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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6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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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4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18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619 wholesalers 1 n. 批发商（wholesaler的复数形式）
620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21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617

芬)维德

widely 2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623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624 wildfire 1 ['waildfaiə] n.火灾；磷火，鬼火；散布极快的事物
625 wildfires 1 n. 野火（wildfire复数）；大火灾；鬼火；古时攻打敌船所用的燃料剂
6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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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7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622
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Wilmington 2 ['wilmiŋtən] n.威明顿市（美国城市）
629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6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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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1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32 worse 2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628
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633

worst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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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(英、德)沃斯特

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635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36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37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38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639 you 1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40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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