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3-04 词汇表
5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1

about

2

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符合；使适合

accusation 1 [,ækju:'zeiʃən] n.控告，指控；谴责
4 accusations 1 n.指责(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指控; 控告; （被告发、控告的）罪名
5 accused 2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6 actions 3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7 activist 6 ['æktivist] n.积极分子；激进主义分子
8 acute 1 [ə'kju:t] adj.严重的，[医]急性的；敏锐的；激烈的；尖声的
9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10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11 after 6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2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3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14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15 agent 1 ['eidʒənt] n.代理人，代理商；药剂；特工 vt.由…作中介；由…代理 adj.代理的 n.(Agent)人名；(罗)阿真特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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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18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19 aired 1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20 alexey 4 阿列克谢
21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22 allegations 2 [ælɪ'ɡeɪʃnz] 指称
23 alleged 2 [ə'ledʒd] adj.所谓的；声称的；被断言的 v.宣称（alle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断言
24 allergic 1 [ə'lə:dʒik] adj.对…过敏的；对…极讨厌的
25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6 alternative 1 [ɔ:l'tə:nətiv] adj.供选择的；选择性的；交替的 n.二中择一；供替代的选择
27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8 amazon 1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29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3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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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and 2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33 Andes 1 ['ændi:z] n.安第斯山脉
34 angles 1 英 ['æŋglz] 美 ['æŋgəlz] n. 角 名词angle的复数形式. Angles: n.；盎格鲁族
35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36 animate 1 ['ænimeit, 'ænimət] vt.使有生气；使活泼；鼓舞；推动 adj.有生命的
37 animotion 1 动画
38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9 anti 4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40 antiseptic 1 [,ænti'septik] adj.防腐的，抗菌的；非常整洁的 n.防腐剂，抗菌剂
41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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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43 apparently 1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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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45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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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 Argentina 3 [,ɑ:dʒən'ti:nə] n.阿根廷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47 arrested 1 [ə'restɪd] adj.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8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9 artificial 1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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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52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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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
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54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55 attacked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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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

古斯特

authorities 1 [ɔː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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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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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il 1 [beil] n.保释，保释人；保释金；杓 vt.保释，帮助某人脱离困境；往外舀水 n.(Bail)人名；(英)贝尔；(法)巴伊
60 balkan 1 ['bɔ:lkən] adj.巴尔干半岛的
61 ballot 1 ['bælət] n.投票；投票用纸；投票总数 vi.投票；抽签决定 vt.使投票表决；拉选票 n.(Ballot)人名；(英)巴洛特；(法)巴洛
62 basin 1 ['beisən] n.水池；流域；盆地；盆 n.(Basin)人名；(俄)巴辛；(法)巴赞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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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65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66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67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68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69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70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71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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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blogging 1 博客
74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75 bordered 1 ['bɔ:dəd] adj.有边的 v.给…镶边；邻接；接近（b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76 box 1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77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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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 broadcast 1 ['brɔ:dkɑ:st, -kæst] vt.播送，播放；（无线电或电视）广播；播撒（种子） vi.广播，播送；播放 n.广播；播音；广播
59

节目 adj.广播的

bro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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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brontosaurus 1 [,brɔntə'sɔ:rəs] n.雷龙
82 b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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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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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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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86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87 campaigning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88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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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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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食品罐头

captured 1 英 ['kæptʃə(r)] 美 ['kæptʃər] vt. 捕获；占领；夺取；吸引；(用照片等)留存 n. 捕获；战利品
9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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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 case 2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93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89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95 charges 2 [t'ʃɑːdʒɪz] n. 费用
96 chemical 3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97 childhood 1 ['tʃaildhud] n.童年时期；幼年时代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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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
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00 colony 1 n.殖民地；移民队；种群；动物栖息地
101 Colorado 1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102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103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104 company 2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105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106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107 condemned 1 [kən'demd] adj.已被定罪的；被责难的
108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109 controversial 1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110 controversy 1 ['kɔntrə,və:si] n.争论；论战；辩论
111 convicted 1 [kən'vɪktɪd] adj. 已被判刑的；被宣布有罪的 动词conv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12 conviction 3 n.定罪；确信；证明有罪；确信，坚定的信仰
113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14 corruption 5 [kə'rʌpʃən] n.贪污，腐败；堕落
115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16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17 country 2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99

乐的
118

court

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
(法)库尔

crooks 1 [krʊk] n. 钩；曲柄杖；弯曲；<口>骗子 vi. 弯曲；诈骗 vt. 使成钩状；使弯曲
120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119

特

custody 1 ['kʌstədi] n.保管；监护；拘留；抚养权
122 cyber 1 ['saɪbə] pref. 电脑的；网络的
123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24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125 dated 1 ['deitid] adj.陈旧的；过时的；有日期的 v.注有日期（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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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1

土)达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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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129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130 denied 3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31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1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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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tained 1 [dɪ'teɪn] vt. 扣留；拘押；耽搁；延误
133 detention 1 [di'tenʃən] n.拘留；延迟；挽留
134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135 dino 1 ['di:nəu] n.意大利人，流浪汉 n.(Dino)人名；(法、意、西、葡)迪诺
136 dinosaur 2 ['dainəsɔ:] n.恐龙；过时、落伍的人或事物
137 dinosaurs 1 ['daɪnəsɔːz] n. 恐龙 名词dinosaur的复数形式.
138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139 discoveries 1 [dɪ'skʌvəri] n. 发现；发现物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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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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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143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144 dye 1 [dai] n.染料；染色 vt.染；把…染上颜色 vi.被染色 n.(Dye)人名；(英)戴伊
145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146 elections 3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147 embezzlement 2 [im'bezlmənt] n.侵占；挪用；盗用
148 emerged 1 英 [i'mɜːdʒ] 美 [i'mɜːrdʒ] vi. 浮现；(由某种状态)脱出；(事实)显现出来
149 end 3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150 epicenter 1 ['episentə] n.震中；中心
151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2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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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4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155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156 expressions 1 [ik'spreʃənz] n.[数]表达式；表情；公式；表示式（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）
157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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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160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161 features 1 ['fiː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162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163 Federal 2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141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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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6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167 first 2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164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ts 1 [fɪt] adj. 适宜的；合适的；健康的 v. 适合；安装 n. 发作；适宜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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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171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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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68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174 fossils 2 ['fɒslz] 化石
175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1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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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aud 2 [frɔ:d] n.欺骗；骗子；诡计 n.(Fraud)人名；(法)弗罗
177 freed 1 [f'riːd] adj. 释放的 动词fr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78 frequently 1 ['fri:kwəntli] adv.频繁地，经常地；时常，屡次
179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180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81 frozen 1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182 fsb 1 =Federal Specifications Board 联邦技术规范局[美]
183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184 genealogic 1 [ˌdʒiːnɪə'lɒdʒɪkəl] adj. 宗谱的；家系的；系谱的
185 genealogy 1 [,dʒi:ni'ælədʒi] n.宗谱；血统；家系；系谱学
186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187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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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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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91 gree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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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193 guilty 2 ['gilti] adj.有罪的；内疚的
194 hackers 1 ['hækərz] 黑客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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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6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rassed 1 ['hærəst, hə'ræst] adj.疲倦的；厌烦的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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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96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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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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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h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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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202 heated 1 ['hi:tid] adj.热的；激昂的；激动的 v.加热；使兴奋（heat的过去分词）
203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204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05 heritage 1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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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

名；(英)海伊

hi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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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8 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09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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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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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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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2 hospitalized 1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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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215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16 implicated 1 ['ɪmplɪkeɪt] vt. 牵涉；意味着；暗示
217 imposing 1 [im'pəuziŋ] adj.（建筑物等）壮观的；威风的；（仪表）堂堂的；给人深刻印象的 v.impose的ing形式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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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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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9

inaudible

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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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complete 1 [,inkəm'pli:t] adj.不完全的；[计]不完备的
221 intelligence 2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222 interference 1 [,intə'fiərəns] n.干扰，冲突；干涉
223 interfering 1 [,intə'fiəriŋ] adj.干涉的；多管闲事的 v.妨碍（interfere的ing形式）
224 interim 1 ['intərim] adj.临时的，暂时的；中间的；间歇的 n.过渡时期，中间时期；暂定
225 internal 1 n.内脏；本质 adj.内部的；里面的；体内的；（机构）内部的
226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220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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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229 involved 2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30 involvement 1 n.参与；牵连；包含；混乱；财政困难
231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32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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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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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234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35 jail 1 [dʒeil] n.监狱；监牢；拘留所 vt.监禁；下狱 n.(Jail)人名；(英)杰尔
236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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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3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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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9 kremlin 3 ['kremlin] n.克里姆林宫（前苏联政府） adj.克里姆林宫的；前苏联政府的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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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
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242 lawyer 2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243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244 leaders 1 [liː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245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246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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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8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249 length 1 [leŋθ, leŋkθ] n.长度，长；时间的长短；（语）音长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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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1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241

名；(法)勒韦尔

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253 lighting 1 ['laitiŋ] n.照明设备，舞台灯光 v.照明；点燃（light的ing形式）
254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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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 likeness 1 ['laiknis] n.相似，相像；样子，肖像；照片，画像；相似物
256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257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252

(俄)利涅

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259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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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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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261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2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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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263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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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lumber 1 ['lʌmbə] vi.伐木；喧闹地向前走；笨重地行动，缓慢地移动 vt.砍伐木材；乱堆 n.木材；废物，无用的杂物；隆隆声
265 male 8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266 managed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267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68 march 2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264

威；进行曲

massive 2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270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271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272 mayor 3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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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4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275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276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277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278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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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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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0 misappropriating 1 英 [ˌmɪsə'prəʊprieɪt] 美 [ˌmɪsə'proʊprieɪt] vt. 滥用；误用
281 moments 1 英 ['məʊmənt] 美 ['moʊmənt] n. 片刻 名词moment的复数形式.
282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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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69

以)莫雷

Moscow 5 ['mɔskəu] n.莫斯科（俄罗斯首都）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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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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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 motivated 1 ['məutiveitid] adj.有动机的；有积极性的 v.使产生动机；激发…的积极性（motiv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87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288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289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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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0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285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m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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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293 Naples 2 ['neiplz] n.那不勒斯（意大利西南部港市）
294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295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296 necks 1 [nek] n. 颈；脖子 v. 搂着脖子亲吻；（使）变窄
297 nerve 1 [nə:v] n.神经；勇气；[植]叶脉 vt.鼓起勇气
298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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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0 nostalgia 1 [nɔ'stældʒiə, nə-] n.乡愁；怀旧之情；怀乡病
301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02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303 numerous 1 ['nju:mərəs] adj.许多的，很多的
304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305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2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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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 3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07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08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309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10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311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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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6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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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3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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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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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 opposes 1 英 [ə'pəʊz] 美 [ə'poʊz] v. 反对；对抗；使对立
317 opposition 3 [,ɔpə'ziʃən] n.反对；反对派；在野党；敌对
318 option 1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319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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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21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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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

灭；驱逐

outrageous 1 [aut'reidʒəs] adj.粗暴的；可恶的；令人吃惊的
324 outside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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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5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323

西、土)奥韦尔

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327 paleontologist 1 [,peiliɔn'tɔlədʒist] n.古生物学者
328 parliamentary 1 [,pɑ:lə'mentəri] adj.议会的；国会的；议会制度的
329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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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331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332 Patagonia 3 [,pætə'gəunjə] n.巴塔哥尼亚（南美的一个地区）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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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4 peaked 1 [pi:kt] adj.尖的；消瘦的；有遮檐的 v.到达高点，消瘦，竖起（pea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335 penal 1 ['pi:nl] adj.刑事的；刑罚的
336 penalties 1 ['penəlti] n. 处罚；惩罚；不利；罚球
337 peninsula 1 [pi'ninsjulə] n.半岛
338 penitentiary 1 [,peni'tenʃəri] adj.应处监禁的；监禁的；忏悔的（等于penitential） n.监狱；教养所；宗教裁判所
339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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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1 photographic 1 [,fəutə'græfik] adj.摄影的；逼真的；（尤指记忆）详细准确的
342 photographs 1 英 ['fəʊtəgræfs] 美 ['foʊtəgræfs] n.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.
343 photos 1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344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345 pictures 3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346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347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348 plateau 1 ['plætəu, plæ't-] n.高原；稳定水平；托盘；平顶女帽 vi.达到平衡；达到稳定时期
349 plot 1 [plɔt] n.情节；图；阴谋 vt.密谋；绘图；划分；标绘 vi.密谋；策划；绘制 n.(Plot)人名；(捷)普洛特；(法)普洛
350 poison 1 vt.污染；使中毒，放毒于；败坏；阻碍 vi.放毒，下毒 n.毒药，毒物；酒；有毒害的事物；[助剂]抑制剂；(Poison)人
326

名；(西)波伊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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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isoned 3 ['pɔɪzənd] adj. 中毒的 动词pois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52 poisoning 1 ['pɔizəniŋ] n.中毒 v.毒害（poison的ing形式）
353 poli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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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4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355 politically 1 [pə'litikli] adv.政治上
356 politician 2 [,pɔli'tiʃən] n.政治家，政客
357 poured 1 英 [pɔː(r)] 美 [pɔːr] v. 不断流动；倒；倾泻；蜂涌而来 n. 倾泻
358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359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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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362 presidential 2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363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364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365 prison 2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366 prisoners 1 服刑人员
367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351
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probation 1 [prəu'beiʃən] n.试用；缓刑；查验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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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8

程式

prominence 1 ['prɔminəns] n.突出；显著；突出物；卓越
371 prominent 1 ['prɔminənt] adj.突出的，显著的；杰出的；卓越的
372 prosecutor 1 ['prɔsikju:tə] n.检察官；公诉人；[法]起诉人；实行者
373 protests 2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374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375 punish 1 ['pʌniʃ] vt.惩罚；严厉对待；贪婪地吃喝 vi.惩罚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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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70

(泰、缅)布

Putin 7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378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379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380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381 receiv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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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2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383 region 3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384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377
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rejected 1 ['riː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386 relations 1 [ri'leʃənz] n.关系；交往；事务
387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388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389 repeatedly 1 [rɪ'piː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390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391 requesting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392 researchers 1 ['rɪsɜːt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393 retrial 1 [,ri:'traiəl, 'ri:t-] n.复审；复试
394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395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3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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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ruled 1 [ruːl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397 run 2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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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96

人名；(英)朗宁
3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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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ussia 16 ['rʌʃə] n.俄罗斯
401 Russian 7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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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0

拉伯)赛义德
403

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ame

sanctions 4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405 sauropod 1 ['sɔ:rəpɔd] n.蜥脚类动物 adj.蜥脚类动物的
406 say 2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404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408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09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10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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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07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urity 3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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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4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415 sentence 3 ['sentəns] n.[语][计]句子，命题；宣判，判决 vt.判决，宣判
416 sergey 1 谢尔盖
417 servic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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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8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419 settlement 1 ['setlmənt] n.解决，处理；[会计]结算；沉降；殖民
420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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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12

肖

silenced 1 ['sailənst] adj.无声的；装了消音器的 v.使沉默（silenc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；使安静
423 simpler 1 adj.更简单的（simple的比较级） n.(Simpler)人名；(瑞典)辛普勒
424 skeleton 1 ['skelitən] n.骨架，骨骼；纲要；骨瘦如柴的人 adj.骨骼的；骨瘦如柴的；概略的
425 snapshots 1 快照
426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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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7 sobyanin 1 索比亚宁
428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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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2

>稍微
429

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sounds

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431 spied 1 [spaid] v.侦探，找出（spy的过去式）
432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433 stability 1 [stə'biliti] n.稳定性；坚定，恒心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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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30
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435

state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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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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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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7 stealthy 1 ['stelθi] adj.鬼鬼祟祟的；秘密的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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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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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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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0 story 1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441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442 stunned 1 [stʌnd] adj.受惊的 v.使震惊；使不知所措（stu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
443 subtly 1 ['sʌtli] adv.精细地；巧妙地；敏锐地
444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45 suggesting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446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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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8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449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450 surveilled 1 英 [sɜː'veɪl] 美 [sə'veɪl] vt. 使受监视(或监督)； 对 ... 实施监视(或监督)
451 suspended 2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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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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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54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455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456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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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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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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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0 thaw 1 [θɔ:] vi.融解；变暖和 vt.使融解；使变得不拘束 n.解冻；融雪 n.(Thaw)人名；(缅)陶
461 the 6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462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463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64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465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66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458
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thieves 1 [θi:vz] n.小偷（thief的复数） n.(Thieves)人名；(德)蒂费斯
468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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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0 thi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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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1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472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473 thou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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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475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476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477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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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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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9 titanosaur 2 雷龙（白垩纪一种两栖食草大恐龙）
4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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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

to

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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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482 tools 1 [tuːl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483 toxic 1 ['tɔksik] adj.有毒的；中毒的
484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485 transfer 1 [træns'fə:] n.转让；转移；传递；过户 vi.转让；转学；换车 vt.使转移；调任
486 transported 1 v.[植]运输；搬运（transport的过去式）
487 treatments 1 ['triː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48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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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0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491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492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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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4 unidentified 8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495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496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497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498 untranslated 4 [ʌntræns'leɪtɪd] n. 非翻译
499 up 1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500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01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502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503 utilize 1 ['ju:tilaiz] vt.利用
504 video 4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505 viewers 2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506 violating 1 ['vaɪəleɪt] v. 侵犯；违反；扰乱；亵渎；强奸
507 vision 1 n.视力；美景；眼力；幻象；想象力；幻视（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） vt.想象；显现；梦见
508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509 Vladimir 2 ['vlædimə] n.弗拉基米尔（古罗斯弗拉基米尔-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）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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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1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12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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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3 weapon 1 ['wepən] n.武器，兵器
514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515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516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17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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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9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520 whi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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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1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522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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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4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52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26 worsen 1 ['wəsən] vi.恶化；变得更坏；更坏 vt.使恶化；使变得更坏
4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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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528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2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30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31 you 1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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