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3-19 词汇表
aapi 3 abbr.adult-adolescent parenting inventory 成年-青少年妊娠调查; ankle-arm pressure index 踝-臂压力指数
2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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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符合；使适合
4

act 3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6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7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8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9 against 6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0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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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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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14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5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16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7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18 am 2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5
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amendment 1 [ə'mendmənt] n.修正案；改善；改正
20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21 americans 6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22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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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and 2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5 anothe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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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ppreciation 1 [ə,pri:ʃi'eiʃən] n.欣赏，鉴别；增值；感谢
27 are 12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28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9 art 2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19
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a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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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Asian 6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32 assaults 1 [ə'sɔːlt] n. 攻击；突袭；抨击 vt. 袭击；突袭
33 asteroids 1 ['æstərɔɪdz] n. [天]小行星（在火星与木星之间）；[动]海星 名词asteroid的复数形式.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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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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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avoidance 1 [ə'vɔidəns] n.逃避；废止；职位空缺
37 awesome 1 [英['ɔː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38 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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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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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sis 1 ['beisis] n.基础；底部；主要成分；基本原则或原理
40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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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aten 1 ['bi:tn] adj.被打败了的；筋疲力竭的；踏平的 v.打败（beat的过去分词） n.(Beaten)人名；(英)比滕
42 beats 1 ['biːts] n. 节拍；跳动 名词beat的复数形式.
43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4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45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6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47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48 begin 4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49 beginners 1 零起点
50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51 bernoulli 1 [bə:'nu:li] n.伯努利（瑞士物理学家，数学家）
52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41

特
53

bias

1 ['baiəs] n.偏见；偏爱；斜纹；乖离率 vt.使存偏见 adj.偏斜的 adv.偏斜地 n.(Bi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葡、喀)比亚斯；(英)拜厄
斯

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55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54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blasting 1 ['blɑ:stiŋ] n.爆炸；破坏；由爆破而产生的碎石块；枯萎 v.爆炸（blast的ing形式）
57 bo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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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56

匈)博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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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60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61 bus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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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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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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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65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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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68 can 6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58

的）食品罐头

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70 canvas 1 ['kænvəs] n.帆布 vt.用帆布覆盖，用帆布装备 adj.帆布制的
71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72 Carl 5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3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74 challenging 1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75 checking 1 ['tʃekiŋ] n.校验；[电子][通信]抑制；[涂料]龟裂；检查；[力]裂纹
76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77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78 chris 2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79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80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81 civil 2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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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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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84 collage 1 [kə'lɑ:ʒ] n.抽象拚贴画（用报纸、布、压平的花等碎片拼合而成的） vt.把…创作成拼贴画，拼贴
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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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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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

梅

comet 4 ['kɔmit] n.[天]彗星 n.(Comet)人名；(法)科梅
88 commentary 1 ['kɔməntəri] n.评论；注释；评注；说明
89 committed 2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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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92 compares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93 comparing 1 [kəm'peərɪŋ] n. 比较 动词compare的现在分词.
94 complaints 2 [kəm'pleɪnts] n. 主诉，控诉，控告；疾病（名词complaint的复数形式）
95 completed 1 [kəm'pliː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96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97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98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99 continental 1 [,kɔnti'nentəl] adj.大陆的；大陆性的 n.欧洲人
100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101 contributor 2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102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103 cool 2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87
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05 corona 1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106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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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

乐的

cours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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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10 crime 5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111 crimes 13 [k'raɪmz] 犯罪
112 criminal 1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113 curated 1 v.副牧师，助理牧师( cu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)
114 curve 1 [kə:v] n.曲线；弯曲；曲线球；曲线图表 vt.弯；使弯曲 vi.成曲形 adj.弯曲的；曲线形的
115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116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117 dates 1 [deɪt] n. 日期；年代；会晤时间；约会；约会对象；枣椰树；枣子 v. 给 ... 标明日期；确定年代；过时；显老；和 ... 约
108

会；追溯到
118

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day

decorates 1 ['dekəreɪt] v. 装饰；布置；装修；授予某人奖章或其他奖状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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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9

过去分词）

definition 1 [,defi'niʃən] n.定义；[物]清晰度；解说
122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123 delivered 1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24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125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12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27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128 dinner 1 ['dinə] n.晚餐，晚宴；宴会；正餐 n.(Dinner)人名；(法)迪内
1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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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rected 1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30 disability 1 [,disə'biləti] n.残疾；无能；无资格；不利条件
131 disappeared 1 [dɪsə'piəd] adj.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32 discoveries 1 [dɪ'skʌvəri] n. 发现；发现物
133 discovering 1 v.发现；使被知晓（discover的ing形式）
134 discrimination 3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135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136 dive 2 ['di:vei, daiv] vi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急剧下降 n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扑 n.(Dive)人名；(法)迪夫
137 diver 1 ['daivə] n.潜水者；跳水的选手；潜鸟 n.(Diver)人名；(法)迪韦；(英)戴弗
138 divers 1 ['daivə:z] adj.不同种类的，各式各样的 n.(Divers)人名；(英)戴弗斯；(法)迪韦尔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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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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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dominion 1 [də'minjən] n.主权，统治权；支配；领土
142 d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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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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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144

2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drive

drivers 1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146 dwarf 1 [dwɔ:f] vi.变矮小 n.侏儒，矮子 vt.使矮小 adj.矮小的
147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148 Edmond 1 ['demənd] n.埃德蒙（男子名，等于Edmund）
149 end 4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150 enforcement 1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151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152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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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155 eventual 1 [i'ventʃuəl] adj.最后的，结果的；可能的；终于的
156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157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158 expelled 1 [ɪk'spel] vt. 驱逐；开除；排出
159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60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161 fan 1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162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163 FBI 1 [ˌefbiː'aɪ] abbr. 美国联邦调查局(=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)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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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54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female 3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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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7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165
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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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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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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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lagler 1 n. 弗拉格勒
172 flew 2 [flu:] v.飞，飞翔（fly的过去式） n.(Flew)人名；(英)弗卢
173 floor 1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174 Florida 5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175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176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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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1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179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180 frequently 1 ['fri:kwəntli] adv.频繁地，经常地；时常，屡次
181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182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183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184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85 gallery 2 ['gæləri] n.画廊；走廊；旁听席；地道 vt.在…修建走廊；在…挖地道 vi.挖地道 n.(Gallery)人名；(英)加勒里
186 gender 1 ['dʒendə] n.性；性别；性交 vt.生（过去式gendered，过去分词gendered，现在分词gendering，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，形
178

容词genderless）

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188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89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90 go 2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187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192 Gordon 2 ['gɔ:dn] n.戈登（男子名）
193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194 gravity 1 ['græviti] n.重力，地心引力；严重性；庄严
195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196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197 had 1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198 Halley 2 ['hæli] n.哈雷（姓氏）
199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00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201 harassment 2 ['hærəsmənt, hə'ræsmənt] n.骚扰；烦恼
202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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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hate 16 [heit] vt.憎恨；厌恶；遗憾 vi.仇恨 n.憎恨；反感 n.(Hate)人名；(法)阿特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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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206 hearing 2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207 hel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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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91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Henry 1 ['henri] n.亨利（男子名）
209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10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211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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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light 1 ['hailait] vt.突出；强调；使显著；加亮 n.最精彩的部分；最重要的事情；加亮区
214 highway 3 ['haiwei] n.公路，大路；捷径
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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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16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217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218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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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5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220 hotel 2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221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222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219

名；(英)豪斯

how 5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24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225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226 hurricane 1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227 identification 1 [ai,dentifi'keiʃən] n.鉴定，识别；认同；身份证明
228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29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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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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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31 incomplete 1 [,inkəm'pli:t] adj.不完全的；[计]不完备的
232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233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234 incredibly 1 [in'kred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非常地
235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236 intent 1 [in'tent] n.意图；目的；含义 adj.专心的；急切的；坚决的
237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238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239 interstellar 4 [,intə'stelə] adj.[航][天]星际的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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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1 invented 1 [ɪn'ventɪd] v. 发明；创造，捏造（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 已发明的
242 invol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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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3 iPad 1 n. 苹果公司发布的一款平板电脑 abbr. 航空航天器设计综合计划(=Integrated Programs for Aerospace-Vehicle Design)
244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45 islander 1 ['ailəndə] n.岛上居民 n.(Islander)人名；(英)艾兰德
246 Islands 1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247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248 it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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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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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0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251 James 2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252 jules 1 [dʒu:lz] n.朱尔斯（男子名）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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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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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255 key 4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254
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keys 4 n.（钢琴等的）键；[计]密钥（key的复数）；关键帧 v.键入；调整…的调子（key的三单形式） n.(Keys)人名；(英)基斯
257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2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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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259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60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261 label 1 ['leibl] vt.标注；贴标签于 n.标签；商标；签条 n.(Label)人名；(法)拉贝尔
262 labor 2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258

拉博
1 ['lɑ:gəu] n.缓慢曲；广板 adv.缓慢地；庄严地；宽广地 adj.缓慢的；庄严的；宽广的 n.(Largo)人名；(德、西、意、葡)拉
尔戈

263

largo

264

last

2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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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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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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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(英、缅、柬)劳

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267 legend 1 ['ledʒənd] n.传奇；说明；图例；刻印文字 n.(Legend)人名；(西)莱亨德；(英)莱金德
268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269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270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271 like 6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272 lobster 1 ['lɔbstə] n.龙虾 龙虾肉
273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274 lodge 1 [lɔdʒ] n.旅馆；门房；集会处；山林小屋 vt.提出；寄存；借住；嵌入 vi.寄宿；临时住宿 n.(Lodge)人名；(英、西)洛奇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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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6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27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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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(英)卢克
27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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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mainland 2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279 ma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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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8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le 2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281 manmade 1 英 ['mænmeɪd] 美 ['mænˌmeɪd] adj. 人造的、合成的
282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83 marathon 2 ['mærəθɔn] n.马拉松赛跑；耐力的考验 adj.马拉松式的；有耐力的 vi.参加马拉松赛跑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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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0

威；进行曲

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286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287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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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8 meters 1 英 ['miːtə(r)] 美 ['miː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289 Miles 3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290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291 mos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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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8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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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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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94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295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296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297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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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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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ysterious 1 [mi'stiəriəs] adj.神秘的；不可思议的；难解的
300 na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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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9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302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03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04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305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301
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07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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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9 now 5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10 object 5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311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312 obtained 1 [əb't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obtain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13 ocean 3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314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315 odu 1 (=optical density unit) 光密度单位
316 of 5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17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18 offenders 1 犯罪人
319 offense 1 [ə'fens] n.犯罪，过错；进攻；触怒；引起反感的事物
320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321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322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323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24 O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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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6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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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6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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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7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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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9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330 orientation 1 n.方向；定向；适应；情况介绍
331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32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33 ours 1 ['auəz, 弱ɑ:z] pron.我们的 n.(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斯
334 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335 outward 1 ['autwəd] adj.向外的；外面的；公开的；外服的；肉体的 adv.向外（等于outwards）；在外；显而易见地 n.外表；外
325

面；物质世界
3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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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overseas 3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338 overview 1 ['əuvəvju:] n.[图情]综述；概观
339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340 pancake 1 ['pænkeik] n.薄烤饼；粉饼；平降（全称pancakelanding） vi.平坠着陆；平展 vt.使平坠著陆；使平展
341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342 park 2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3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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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

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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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artially 1 ['pa:ʃəli] adv.部分地；偏袒地
345 passage 1 n.一段（文章）；走廊；通路；通过 n.(Passage)人名；(英)帕西奇；(法)帕萨热
346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347 paved 1 [peɪv] vt. 铺路；铺设；铺满；安排
348 penicillin 1 [,peni'silin] n.盘尼西林（青霉素）
349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50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351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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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2 perspective 1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353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354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355 pizza 1 n.比萨饼（一种涂有乳酪和番茄酱的意大利式有馅烘饼） n.(Pizza)人名；(意)皮扎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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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57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358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359 Pluto 1 ['plu:təu] n.[天]冥王星；冥王
360 point 2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361 prediction 1 [pri'dikʃən] n.预报；预言
362 prejudice 1 ['predʒudis] n.偏见；侵害 vt.损害；使有偏见
363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364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365 principle 1 ['prinsəpl] n.原理，原则；主义，道义；本质，本义；根源，源泉
366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367 proclaimed 1 [prə'kleɪm] vt. 正式宣布；声明；表明；赞扬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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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 propelled 1 [prə'peld] adj. 推进的 动词prop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70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371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372 protections 1 [prə'tekʃnz] 保护
373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374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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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44

(泰、缅)布

puzzling 1 adj.使迷惑的；使莫名其妙的
377 railroad 3 ['reilrəud] vt.由铁道运输；铺设铁路；以捏造不实之罪使入狱 vi.在铁路工作；乘火车旅行；筑铁路 n.铁路；铁路公司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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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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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

尔

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381 reasons 1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382 recei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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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384 reefs 1 [riːf] n. 暗礁；矿脉 n. 缩帆部 v. 缩帆；卷起
385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386 remotely 1 adv.遥远地；偏僻地；（程度）极微地，极轻地
387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3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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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389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390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391 researchers 1 ['rɪsɜːt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392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393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394 road 2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395 robotic 1 [rəu'bɔtik] adj.机器人的，像机器人的；自动的 n.机器人学
396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388
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398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399 route 1 [ru:t, raut] vt.按某路线发送 n.路线；航线；通道
400 rover 1 ['rəuvə] n.漫游者；流浪者；漂泊者 n.(Rover)人名；(英)罗弗；(意)罗韦尔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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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7

名；(英)拉什
402

said 1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1 ['sændi] adj.沙地的；多沙的；含沙的 n.(Sandy)人名；(法、喀、罗、西、英)桑迪(教名Alasdair、Alastair、Alexander、
Alister、Elshender的昵称)

403

sandy

404

say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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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06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07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408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409 scuba 3 ['sku:bə] n.水肺；水中呼吸器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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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05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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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2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13 segway 2 n. 赛格威电动车
414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415 sexual 1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416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417 shaped 1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418 shipwrecks 1 ['ʃɪprek] n. 遇难船；海难；船只失事 v. 使遭遇海难
419 shore 1 [ʃɔ:] vt.支撑，使稳住；用支柱撑住 n.海滨；支柱 n.(Shore)人名；(英)肖尔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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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11

肖

shunning 1 [ʃʌn] v. 避开；回避；避免
422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423 sighted 1 ['saitid] adj.有视力的；不盲的 n.有视力的人 v.观测（sight的过去分词）
424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425 since 6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426 skeletons 1 n. 骷髅；骨骼（skeleton的复数）；流言（歌曲名）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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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21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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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9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4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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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431 solar 5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432 somehow 1 adv.以某种方法；莫名其妙地
433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434 southern 2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435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436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437 spots 2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438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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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41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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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2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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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3 statistics 1 [stə'tistiks] n.统计；统计学；[统计]统计资料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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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5 sto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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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6 stuck 1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447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448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449 sunglasses 1 英 ['sʌnɡlɑːsɪz] 美 ['sʌnɡlæsɪz] n. 墨镜；太阳镜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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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1 system 5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452 tail 1 [teil] n.尾巴；踪迹；辫子；燕尾服 vt.尾随；装上尾巴 vi.跟踪；变少或缩小 adj.从后面而来的；尾部的
453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454 ta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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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55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ːr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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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7 that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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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8 the 8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459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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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0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461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462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463 theory 1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464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65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466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6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468 this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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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9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470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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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2 throu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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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3 tick 1 [tik] vt.标记号于；滴答地记录 n.滴答声；扁虱；记号；赊欠 vi.发出滴答声；标以记号 n.(Tick)人名；(匈、芬)蒂克
474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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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0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475

to

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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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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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47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478 tolerated 1 英 ['tɒləreɪt] 美 ['tɑːləreɪt] vt. 容许；忍受；容忍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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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6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480

tour 1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Tours 2 [tuə; tu:r] n.图尔斯（姓氏）；图尔市（法国城市名）
482 tracking 2 ['trækiŋ] n.追踪，跟踪 v.跟踪（track的ing形式）
483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484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485 traveled 1 ['trævəld] adj.富有旅行经验的；旅客多的；旅客使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过去分词）
486 traveling 2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487 tri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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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8 trips 1 [trɪp] n. 旅行；摔倒；差错；轻快的步伐 vt. 使跌倒；使失败；使犯错；起锚；竖帆 vi. 绊倒；旅行；轻快地走；失误；
481

结巴

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490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491 try 2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492 tumbling 1 ['tʌmbliŋ] n.翻筋斗；摔跤 adj.歪斜状的 v.跌倒；毁灭；被绊倒（tumble的ing形式）
493 turtle 1 ['tə:tl] n.龟，甲鱼；海龟 n.(Turtle)人名；(英)特特尔
494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495 undersea 1 ['ʌndəsi:] adj.水下的；海面下的
496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497 underwater 1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498 unidentified 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499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00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501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02 up 2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503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04 us 1 pron.我们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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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507 vacation 1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508 varies 1 ['veərɪz] 动词vary的第三人称单数一般现在时形式
509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10 verbal 1 ['və:bəl] adj.口头的；言语的；动词的；照字面的 n.动词的非谓语形式
511 very 2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512 victims 1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513 vide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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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4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515 villa 2 ['vilə] n.别墅；郊区住宅 n.(Villa)人名；(西)比利亚；(英、法、葡、罗、意、芬、刚、瑞典)维拉
516 violence 2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517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518 virtual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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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19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520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4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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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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2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23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24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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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5 we 9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52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5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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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8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521

韦尔

west 3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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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1 when 2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529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ch 5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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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535 windows 1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536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537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532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539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40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41 wrap 1 [ræp] vt.包；缠绕；隐藏；掩护 vi.包起来；缠绕；穿外衣 n.外套；围巾
542 wrapping 1 ['ræpiŋ] n.包装纸，包装材料 adj.包装用的 v.裹住（wrap的ing形式）
543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44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45 you 1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46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5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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