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1-13 词频表
the 8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4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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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in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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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and 3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6 for 2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7 i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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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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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hav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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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1 this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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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3 at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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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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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be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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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 9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6 been 9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7 cnn 9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8 new 9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19 On 9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14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video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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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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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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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b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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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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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president 8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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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20

稍微

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9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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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will 8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31 you 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32 all 7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33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4 show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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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8

肖

so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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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37 clip 6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3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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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

get 6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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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e 6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40 two 6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41 vaccine 6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42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43 but 5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44 consumer 5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45 end 5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46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47 Michael 5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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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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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 re 5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51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2 vaccines 5 疫苗程序
53 where 5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54 available 4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55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56 being 4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57 electronics 4 [,ilek'trɔniks] n.电子学；电子工业
58 FBI 4 [ˌefbiː'aɪ] abbr. 美国联邦调查局(=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)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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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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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62 like 4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63 months 4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64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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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

灭；驱逐
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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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67 trum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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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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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70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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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72 ab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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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74 amazon 3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75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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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77 breat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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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Capitol 3 ['kæpitəl] n.美国国会大厦；（美国）州议会大厦
7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0 dat 3 [dæt] abbr.数字式录音带（digitalaudiotape）；DOS文件名，数据文件 n.(Dat)人名；(俄、罗)达特
81 days 3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82 election 3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83 expected 3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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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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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86 hol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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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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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8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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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me

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89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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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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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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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92 ma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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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94 media 3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95 meeting 3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96 nex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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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98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99 over 3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西、
91

土)奥韦尔

parler 3 vt.（法）说；讲 vi.（法）说；讲
101 seco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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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00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veral 3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103 site 3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104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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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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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6 though 3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107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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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unidentified 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109 vaccination 3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110 Vegas 3 [veigəs] n.维加斯
111 violence 3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112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113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114 accord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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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08
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dministration 2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116 affiliate 2 [ə'filieit, ə'filiit, -eit] n.联号；隶属的机构等 vt.使附属；接纳；使紧密联系 vi.参加，加入；发生联系
117 age 2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115
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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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0 anyone 2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121 app 2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122 apple 2 n.苹果，苹果树，苹果似的东西；[美俚]炸弹，手榴弹，（棒球的）球；[美俚]人，家伙。
123 approved 2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124 banned 2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125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1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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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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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匈)博特

both

breathe 2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128 br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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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 broke 2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130 ces 2 abbr. (日本)通迅技术标准 (=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Standard)
131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132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133 continue 2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134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135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136 correspondent 2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37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38 dennis 2 ['denis] n.丹尼斯（男子名）
139 developments 2 [dɪ'veləpmənts] n. 建设；发展；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.
140 digital 2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141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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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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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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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43 dose 2 [dəus] n.剂量；一剂，一服 vi.服药 vt.给药；给…服药 n.(Dose)人名；(德)多泽；(意、西、葡、塞)多塞；(英)多斯
144 doses 2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145 earth 2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146 electronic 2 adj.电子的 n.电子电路；电子器件
147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148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49 entertainment 2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150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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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facebook 2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153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154 Flores 2 ['flɔ:riz] n.升华产物 n.(Flores)人名；(德、意、西、葡、罗)弗洛雷斯；(英)弗洛里斯
155 future 2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156 galax 2 ['geilæks] n.加莱克斯草（等于Galaxaphylla，产于美国东南部）
157 game 2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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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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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52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ogle 2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161 gotten 2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162 hands 2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163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164 held 2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160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1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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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lp

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67 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168 immediately 2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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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auguration 2 [i,nɔ:gju'reiʃən] n.就职典礼；开始，开创；开幕式
170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171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172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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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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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

2 [læs] abbr.阿拉伯国家联盟（LeagueofArabStates）；大气科学实验室（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）；光敏开关
（LightActivatedSwitch）

Las

leave 2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175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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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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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de
177 make
176

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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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179 mas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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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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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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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 mostly 2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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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must 2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178
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nick 2 [nik] vt.刻痕于；挑毛病；用刻痕记 n.刻痕；缺口 vi.刻痕；狙击
186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187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188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189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90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191 pH 2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192 planning 2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193 recor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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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tail 2 ['ri:teil] vt.零售；转述 vi.零售 n.零售 adv.以零售方式 adj.零售的 n.(Retail)人名；(法)勒塔伊
195 riot 2 ['raiət] n.暴乱；放纵；蔓延 vi.骚乱；放荡 vt.浪费，挥霍 n.(Riot)人名；(法)里奥；(西)里奥特
196 rollout 2 ['rəulaut] n.首次展示；[航]滑跑（飞机着陆时在跑道上滑跑减速的阶段）
197 Rosa 2 ['rəuzə] n.罗莎（女子名）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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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

拉伯)赛义德

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200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201 service 2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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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haking 2 ['ʃeikiŋ] n.震动，震惊；挥动，摇动 v.握手（shake的ing形式）；摇动；颤动
204 short 2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205 shot 2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06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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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209 soon 2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210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2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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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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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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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ill

s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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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3 supporters 2 [sə'pɔː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214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215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216 teddy 2 ['tedi] n.连衫衬裤；泰迪玩具熊 n.(Teddy)人名；(罗)特迪
217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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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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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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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9 trade 2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220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221 VCR 2 [,vi: si: 'a:(r)] abbr.可变压缩比（VariableCompressionRatio）；录像机（VideoCassetteRecorder）
222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223 watt 2 [wɔt] n.瓦特 n.(Watt)人名；(英、葡)瓦特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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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226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227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228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29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230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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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
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ccessories 1 [ək'sesərɪz] n. 附件；配件；辅助程序；配饰，服装搭配物 名词accessory的复数形式.
232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233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234 affordability 1 [ə,fɔ:də'biləti] n.支付能力；负担能力；可购性
235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236 aggressive 1 [ə'gresiv] adj.侵略性的；好斗的；有进取心的；有闯劲的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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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 agree 1 [əˈɡriː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239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240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241 alamo 1 ['æləməu] n.白杨
242 alarm 1 n.闹钟；警报，警告器；惊慌 vt.警告；使惊恐
243 allergic 1 [ə'lə:dʒik] adj.对…过敏的；对…极讨厌的
244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24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46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47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48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49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250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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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2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253 antonio 1 [æn'təuniəu] n.安东尼奥（男名）
254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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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 appointment 1 [ə'pɔintmənt] n.任命；约定；任命的职位
2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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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

1 英 [ə'prəʊtʃ] 美 [ə'proʊtʃ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 n. 途径；方法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路径；
进场着陆；相似的事物

approaches

armed 1 [ɑ:md] adj.武装的；有扶手的；有防卫器官的（指动物） n.(Armed)人名；(科摩)阿米德
258 armistice 1 ['ɑ:mistis] n.停战，休战；休战协议
259 arms 1 [a:mz] n.臂（arm的复数）；[军]武器；纹章 v.武装；配备（arm的三单形式） n.(Arms)人名；(英)阿姆斯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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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262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63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264 athlete 1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265 attendance 1 n.出席；到场；出席人数；考勤
266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267 audio 1 ['ɔ:diəu] adj.声音的；[声]音频的，[声]声频的
268 augmented 1 [ɔ:g'mentid] adj.增广的；增音的；扩张的
269 automation 1 [,ɔ:tə'meiʃən] n.自动化；自动操作
27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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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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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ckers 1 n. 巴克斯
273 barren 1 ['bærən] adj.贫瘠的；不生育的；无益的；沉闷无趣的；空洞的 n.荒地 n.(Barren)人名；(西、英)巴伦
274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275 battle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276 bear 1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277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278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279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280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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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2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283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284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285 booth 1 [bu:ð, bu:θ] n.货摊；公用电话亭 n.(Booth)人名；(英)布思；(德、瑞典)博特
286 breathless 1 ['breθlis] adj.喘不过气来的；停止呼吸的
287 brighter 1 [braɪt] adj. 明亮的；聪明的；阳光的；生动的；有前途的 adv. 一早 n. 亮色
288 brightest 1 [braɪt] adj. 明亮的；聪明的；阳光的；生动的；有前途的 adv. 一早 n. 亮色
289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290 bulletin 1 ['bulitin] n.公告，公报 vt.公布，公告
291 bundled 1 v.捆绑（bundle的过去分词）；包；归拢；把…撵走 adj.捆绑的；附带的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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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93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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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5 calls 1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296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297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298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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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2

的）食品罐头

capitals 1 ['kæpɪtəlz] 资本
300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2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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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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2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303 CD 1 [,si: 'di:] abbr.光盘，激光唱片（CompactDisc）；呼叫设备（CallingDevice）；中央地区（CentralDistrict）；商务部
301

（CommerceDepartment）

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305 celebrated 1 ['selibreitid] adj.著名的；有名望的 v.庆祝（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06 censoring 1 v.审查；检查；修改；删掉（censor的ing形式）
307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308 certify 1 ['sə:tifai] v.证明；保证
309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310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311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312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313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314 characterize 1 ['kærəktəraiz] vt.描绘…的特性；具有…的特征 vi.塑造人物
315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316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317 clamping 1 [klæmpɪŋ] 箝位
318 clearer 1 ['kliərə] n.[助剂]澄清剂；清洁器 adj.更清楚的
319 clinics 1 [k'lɪnɪks] 诊所
320 cloud 1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
304

(法)克卢；(英)克劳德
3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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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梅

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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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4 compact 1 [kəm'pækt, 'kɔmpækt] n.合同，契约；小粉盒 adj.紧凑的，紧密的；简洁的 vt.使简洁；使紧密结合
325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326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327 conservatives 1 [kən'sɜːvətɪvz] 守旧派
328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329 controller 1 [kən'trəulə] n.控制器；管理员；主计长
330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331 copyright 1 ['kɔpi,rait] n.版权，著作权 adj.版权的；受版权保护的 vt.保护版权；为…取得版权
332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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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4 courts 1 英 [kɔːt] 美 [kɔːrt] n. 法院；庭院；宫廷；球场；奉承 v. 献殷勤；追求；招致；设法获得
335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336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337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322
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dawn 1 [dɔ:n] n.黎明；开端 vt.破晓；出现；被领悟 n.(Dawn)人名；(西)道恩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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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38

土)达伊

declaration 1 [,deklə'reiʃən] n.（纳税品等的）申报；宣布；公告；申诉书
341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34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343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344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3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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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gitally 1 ['didʒitəli] adv.数位
346 disc 1 [disk] n.圆盘，[电子]唱片（等于disk） vt.灌唱片
347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348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349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350 distributing 1 [dɪs'trɪbjʊ(ː)tɪŋ] adj. 分布的 及物动词distribute的现在分词.
351 diverse 1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352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353 dodger 1 ['dɔdʒə] n.欺瞒者；躲避者
354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355 dome 1 [dəum] n.圆屋顶 vi.成圆顶状 vt.加圆屋顶于…上 n.(Dome)人名；(法)多姆
356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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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5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rawback 1 ['drɔ:bæk] n.缺点，不利条件；退税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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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0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361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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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3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64 effectiveness 1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365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36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367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368 elect 1 [i'lekt] adj.选出的；当选的；卓越的 n.被选的人；特殊阶层；上帝的选民 vt.选举；选择；推选 vi.作出选择；进行选举
369 electoral 1 [i'lektərəl] adj.选举的；选举人的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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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 embellishments 1 n. 装饰品（embellishment的复数）
372 encourage 1 [in'kʌridʒ] vt.鼓励，怂恿；激励；支持
373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374 entirely 1 [in'taiə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
375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376 evacuation 1 [i,vækju'eiʃən] n.疏散；撤离；排泄
377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378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379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380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381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382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383 expo 1 ['ekspəu] n.展览会
384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358
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fanatic 1 [fə'nætik] n.狂热入迷者；盲信者；盲信 adj.狂热的；盲信的
386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385
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388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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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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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ns 1 [fɪn] n. 鳍；鱼翅；鳍状物；散热片；五元纸币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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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2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393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394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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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90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397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398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399 fraudulent 1 ['frɔ:djulənt] adj.欺骗性的；不正的
400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401 frontline 1 ['frʌntlain] n.前线；锋线（包括大前锋，小前锋，中锋）
402 fu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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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6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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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04 gasping 1 ['gæspɪŋ] adj. 气喘的；痉挛的 动词gasp的现在分词.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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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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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7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408 grabber 1 ['græbə] n.强夺者；强取者；掠夺者
409 grateful 1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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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1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412 guards 1 ['gɑrd] n. 警卫；狱吏；看守；护卫队 名词guard的复数形式.
413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414 Guinness 1 ['ginis] n.吉尼斯黑啤酒（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）
415 guy 1 [gai] n.男人，家伙 vt.嘲弄，取笑 vi.逃跑 n.(Guy)人名；(西)吉；(法)居伊；(英)盖伊
416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403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417

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DTV 1 [ˌeɪtʃdiːtiː'viː] (high-definition TV)高清晰度电视
419 headline 1 ['hedlain] n.大标题；内容提要；栏外标题；头版头条新闻 vt.给…加标题；使成为注意中心；大力宣传
420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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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422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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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8

名；(英)海伊

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425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426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427 horizon 1 [hə'raizən] n.[天]地平线；视野；眼界；范围
428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429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424

特

ideas 1 观念
431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32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433 illuminate 1 [i'lju:mineit] vt.阐明，说明；照亮；使灿烂；用灯装饰 vi.照亮
4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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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435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436 inaugurated 1 [ɪ'nɔːɡjəreɪt] v. 举行就职典礼；举行仪式；开始；开创
437 incoming 1 adj.进来的，到来的；即将就任的 n.进入；到来；常作incomings收入，收益
438 indicated 1 adj.表明的；指示的 v.表明（indicate的过去分词）；指出；显示
439 Instagram 1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440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441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442 internal 1 n.内脏；本质 adj.内部的；里面的；体内的；（机构）内部的
443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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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4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445 introduce 1 [,intrə'dju:s] vt.介绍；引进；提出；采用
446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447 jack 1 [dʒæk] n.千斤顶；[电]插座；男人 vt.增加；提醒；抬起；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.雄的
448 Jacksonville 1 ['dʒæksənvil] n.杰克逊维尔（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北部港市）
449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450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451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444
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kabb 1 知信行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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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4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455 laps 1 ['læps] n. 重叠；膝部 名词lap的复数形式.
456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457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452

(英、缅、柬)劳

leaders 1 [liː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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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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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61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462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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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58

(英)卢克

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465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464

英)洛斯

lung 1 [lʌŋ] n.肺；呼吸器 n.(Lung)人名；(越)珑；(罗、塞、匈、瑞典、德)伦格
467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466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469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470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471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472 marched 1 英 [mɑːtʃ] 美 [mɑːrtʃ] n. 行军；行进；游行示威；稳步前进；进行曲 v. 行进；前进；进发；使同行；游行示威 March n.
468

三月

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474 maximize 1 ['mæksimaiz] vt.取…最大值；对…极为重视 vi.尽可能广义地解释；达到最大值
475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476 meters 1 英 ['miːtə(r)] 美 ['miː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4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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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478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479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480 moderna 1 莫德尔纳
48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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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77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tion 1 n.动作；移动；手势；请求；意向；议案 vi.运动；打手势 vt.运动；向…打手势
484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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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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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7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88 Nevada 1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48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490 nintendo 1 [nin'tendəu] n.任天堂（日本电子游戏公司及其开发的电脑游戏名称）
491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492 obtained 1 [əb't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obtain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93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494 offices 1 办公室
495 Olympic 1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496 organizations 1 [ˌɔː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497 overturn 1 [,əuvə'tə:n, 'əuvətə:n] vt.推翻；倾覆；破坏 vi.推翻；倾覆 n.倾覆；周转；破灭
498 pad 1 [[pæd] n.衬垫；护具；便笺簿；填补 vi.步行；放轻脚步走 vt.填补；走 n.(Pad)人名；(英)帕德(男子教名Patrick的昵称)
499 paletti 1 帕莱蒂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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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3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502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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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4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505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506 pharmacies 1 英 ['fɑːməsi] 美 ['fɑːrməsi] n. 药房；药剂学
507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508 pirates 1 ['paɪrət] n. 海盗；盗版者 v. 盗版；抢劫；剽窃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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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10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511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512 player 1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513 players 1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514 plotted 1 [plɒtɪd] adj. 密谋的；策划的 动词pl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15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516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517 polls 1 n. 投票区 abbr. 议会联机图书馆研究(=Parliamentary On Line Library Study)
518 pool 1 [pu:l] n.联营；撞球；水塘；共同资金 vi.联营，合伙经营 vt.合伙经营 n.(Pool)人名；(英、西)普尔；(芬、德)波尔
519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520 portable 1 ['pɔ:təbl, 'pəu-] adj.手提的，便携式的；轻便的 n.手提式打字机
521 pow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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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1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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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523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524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525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522

的

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527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528 promoted 1 [prə'məʊtɪd] adj. 升迁的 动词prom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29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530 rally 1 ['ræli] vi.团结；重整；恢复；（网球等）连续对打 vt.团结；集合；恢复健康、力量等 n.集会；回复；公路赛车会 n.
526

(Rally)人名；(罗)拉利

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532 rd 1 abbr. (DOS命令) 删除空的子目录(=remove directory) abbr. 注册营养师(=Registered Dietitian) abbr. 乡村投递（=rural delivery）
533 reactions 1 英 [ri'ækʃənz] 美 [rɪ'ækʃənz] n. 反应（reaction的复数）
534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531

尔

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536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537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538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53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540 recordable 1 [ri'kɔ:dəbl] adj.可记录的；值得记录的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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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2 registered 1 ['redʒistəd] adj.注册的；记名的；登记过的；（家畜等）附有血统证明的
543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544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545 removing 1 [riː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546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547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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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49 requested 1 [rɪ'kwestɪd] adj. 被请求的；必要的 动词requ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50 resolution 1 [,rezə'lu:ʃən, -,lju:-] n.[物]分辨率；决议；解决；决心
551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552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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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4 rocky 1 ['rɔki] adj.岩石的，多岩石的；坚如岩石的；摇晃的；头晕目眩的
555 row 1 [rəu] n.行，排；划船；街道；吵闹 vt.划船；使……成排 vi.划船；争吵 n.(Row)人名；(英)罗
556 ruled 1 [ruːl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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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5

名；(英)拉什

S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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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9 scheduled 1 英 ['ʃedjuːl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60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61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562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563 seemed 1 [siːm] vi. 似乎；好像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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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5 seniors 1 ['siːnjəz] n. 上级；老人 名词senior的复数形式.
566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558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567

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serve

serves 1 英 [sɜːv] 美 [sɜːr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569 severinsen 1 塞韦林森
570 shift 1 [ʃift] n.移动；变化；手段；轮班 vi.移动；转变；转换 vt.转移；改变；替换
571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572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73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574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575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576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577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578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579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580 smooth 1 [smu:ð] adj.顺利的；光滑的；平稳的 vt.使光滑；消除（障碍等）；使优雅；缓和 n.平滑部分；一块平地 vi.变平静；
568

变平滑 adv.光滑地；平稳地；流畅地

somewhat 1 ['sʌmhwɔt, -hwət] n.几分；某物 adv.有点；多少；几分；稍微
582 sony 1 n.索尼（日本电子娱乐公司） n.(Sony)人名；(中非、印尼)索尼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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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4 southwest 1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585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586 stadium 1 ['steidiəm] n.体育场；露天大型运动场
587 standard 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581

(德)施坦达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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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9 statements 1 [s'teɪtmənts] n. 报表；陈述；声明（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）
590 stig 1 斯蒂
591 subscribed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592 suing 1 [s'juːɪŋ] n. 控诉 动词sue的现在分词形式.
593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594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595 swam 1 [swæm] v.游泳（swim的过去式）
596 swimming 1 ['swimiŋ] n.游泳；目眩 adj.游泳的；游泳用的；善于游泳的；晕眩的 v.游泳；漂浮；旋转（swim的ing形式）
597 symbolic 1 [sim'bɔlik] adj.象征的；符号的；使用符号的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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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8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600 tape 1 [teip] n.胶带；磁带；带子；卷尺 vt.录音；用带子捆扎；用胶布把…封住 vi.用磁带录音 n.(Tape)人名；(英)泰普
601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602 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603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6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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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5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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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07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608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609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6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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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1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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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613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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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5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61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617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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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2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619

toy

1 [tɔi] n.玩具；小装饰品；不值钱的东西 vi.玩弄；调情；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.作为玩具的；玩物似的 n.(Toy)人名；(英、土)
托伊；(法)图瓦

toys 1 ['tɔɪz] n. 玩具 名词toy的复数形式.
621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22 transition 1 [træn'siʒən, -'ziʃən, trɑ:n-] n.过渡；转变；[分子生物]转换；变调
62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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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5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626 twitch 1 [twitʃ] n.抽搐；抽动；痉挛；阵痛 vi.抽搐；抽动；阵痛 vt.使抽动；攫取；猛拉
627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628 unbiased 1 [,ʌn'baiəst] adj.公正的；无偏见的
629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30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631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632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633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634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635 variation 1 [,vεəri'eiʃən] n.变化；[生物]变异，变种
636 varying 1 ['veərɪŋ] adj. 不同的
637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638 viewpoints 1 [v'juːpɔɪnts] 观点
639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640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6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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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42 virtually 1 ['və:tʃuəli] adv.事实上，几乎；实质上
643 votes 1 [vəuts] v.投票；提倡（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选票；选举；得票数（vote的复数形式）
644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645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646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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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7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648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649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50 weapon 1 ['wepən] n.武器，兵器
651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652 weekend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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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3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6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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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0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656 wider 1 [waɪdə] adj. 更宽的；更广阔的
6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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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58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657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660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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