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3-26 词汇表
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2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3 aboard 2 [ə'bɔ:d] adv.在飞机上；[船]在船上；在火车上 prep.在…上
4 aboriginal 1 [,æbə'ridʒənəl] adj.土著的；原始的 n.土著居民；土生生物
5 about 4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ccomplishments 1 [ə'kʌmplɪʃmənts] n. 造诣 名词accomplishment的复数形式.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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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使
6

符合；使适合
8

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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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10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11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2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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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aircraft 1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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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airplane 1 ['εəplein] n.飞机
17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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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9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20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1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2 aluminum 1 [ə'lju:minəm] n.铝
23 am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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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
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25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6 amusement 1 [ə'mju:zmənt] n.消遣，娱乐；乐趣
27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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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and 4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30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31 Antilles 1 [æn'tili:z] n.安的列斯群岛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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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Apollo 1 [ə'pɔləu] n.阿波罗（太阳神）；美男子
34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35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36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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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38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39 Argentina 1 [,ɑ:dʒən'ti:nə] n.阿根廷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40 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41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42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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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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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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 aspiring 1 [ə'spaiəriŋ] adj.有抱负的；追求…的；高耸的 v.立志（aspire的ing形式）
45 at 9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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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47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48 Australia 6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49 Australian 2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50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46

间色

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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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axolotl 1 [,æksə'lɔtl] n.蝾螈；[脊椎]美西螈（幼体，实验用动物）
54 back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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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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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ckdrop 1 ['bæk,drɔp] n.背景；背景幕；交流声
56 backyard 1 ['bæk'jɑ:d] n.后院；后庭
57 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8 beautiful 2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5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60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61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62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63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64 ben 1 [ben] n.本（男子名）；（苏格兰）内室
65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66 besides 1 [bi'saidz] adv.此外；而且 prep.除…之外
67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68 birthplace 1 ['bə:θpleis] n.出生地 发源地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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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70

board

7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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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匈)博特

Brazil 3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73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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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76 Buchanan 1 [bju:ˈkænən] 布坎南
77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78 built 2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79 bureau 1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80 bu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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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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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cable 1 n.缆绳；电缆；海底电报 vt.打电报 vi.打海底电报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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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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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

的）食品罐头
85

cannot

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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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nvas 1 ['kænvəs] n.帆布 vt.用帆布覆盖，用帆布装备 adj.帆布制的
87 Carl 5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8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89 carrying 4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90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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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86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93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94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95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96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97 chopper 1 ['tʃɔpə] n.[电子]斩波器；斧头；切碎机 vt.用直升机运送 vi.乘直升机飞行
98 chris 1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99 cinderblock 1 n. <美>煤渣砖
100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101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92
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clearing 1 ['kliəriŋ] n.结算；空地；清扫 v.澄清；放晴（clear的ing形式）
103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104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105 climbing 2 ['klaimiŋ] adj.上升的；攀缘而登的 n.攀登 v.爬（climb的ing形式）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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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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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loudy 1 ['klaudi] adj.多云的；阴天的；愁容满面的
108 cnn 8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09 coast 2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110 coasts 1 英 [kəʊst] 美 [koʊst] n. 海岸；海滨
111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112 Collin 4 n. 科林
113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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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

梅

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115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116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117 conservationist 2 [,kɔnsə'veiʃənist] n.自然资源保护论者
118 constructed 1 vt.构造，建造；创立，构筑；搭建（construct的过去分词）
119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120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121 continuous 1 [kən'tinjuəs] adj.连续的，持续的；继续的；连绵不断的
122 contrast 1 [kən'trɑ:st, -'træst, 'kɔntrɑ:st, -træst] vi.对比；形成对照 vt.使对比；使与…对照 n.对比；差别；对照物
123 contributor 1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124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125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26 corridors 4 ['kɒrɪdɔːz] 走廊
127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128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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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

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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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

cover 3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covered 2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132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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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31
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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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5 decades 2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136 dedicated 1 ['dedikeitid] adj.专用的；专注的；献身的 v.以…奉献；把…用于（ded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37 deforestation 2 [di:,fɔri'steiʃən] n.采伐森林；森林开伐
138 depression 1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139 desert 2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140 deserts 2 [英 [ˈdezəts] 美 [ˈdɛzəts]] n.[地理]沙漠；[农]荒原（desert的复数）；应得到的报应 v.放弃；遗弃（desert的第三人称单
134

数）

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142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143 determination 1 n.决心；果断；测定
144 develop 2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145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146 dips 1 n. 溶液；消毒水 名词dip的复数形式. abbr. 日本电信电话公司信息处理系统(=Dendenkosha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)
147 disperse 1 [dis'pə:s] vt.分散；使散开；传播 vi.分散 adj.分散的
148 div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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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9 diverse 1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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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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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152 done 2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151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153

3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wn

drone 5 n.雄蜂；嗡嗡的声音；懒惰者 n.无人机（非正式） vi.嗡嗡作声；混日子 vt.低沉地说 n.n.(Drone)人名；(法)德罗纳
155 dry 2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156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57 eart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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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159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160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161 Eiffel 1 ['aifəl] n.艾菲尔铁塔（法国著名建筑）；埃菲尔（姓氏）
162 emerged 1 英 [i'mɜːdʒ] 美 [i'mɜːrdʒ] vi. 浮现；(由某种状态)脱出；(事实)显现出来
163 emerging 1 [i'mə:dʒiŋ] adj.新兴的；出现的；形成的 v.形成；浮现；显露（emerge的ing形式）；由…中脱出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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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endangered 1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166 engineer 1 [,endʒi'niə] n.工程师；工兵；火车司机 vt.设计；策划；精明地处理 vi.设计；建造
167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68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16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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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72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154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express 1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174 extinction 1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175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176 fabric 2 ['fæbrik] n.织物；布；组织；构造；建筑物
177 facebook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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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179 farmland 1 ['fɑ:mlænd] n.农田
180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181 feet 4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182 female 5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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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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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73
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185

1 [fiːld] n. 田地；领域；运动场；场地；田野；JAVA中的范畴 vt. 接球；派……上场；顺利处理 vi. 担任外场员 adj. 田间
的；野外的

fielde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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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7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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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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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lew 2 [flu:] v.飞，飞翔（fly的过去式） n.(Flew)人名；(英)弗卢
190 fligh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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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1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192 flooded 2 adj. 充满的，充斥的；浸没的，淹没的；灌溉的 v. 淹没，发生水灾（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93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194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195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196 flyer 5 [flaiə] n.传单；飞鸟；飞行物；飞跳；孤注一掷 n.(Flyer)人名；(英)弗莱尔
197 footage 1 ['futidʒ] n.英尺长度；连续镜头；以尺计算长度
198 for 1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99 forecast 1 ['fɔ:kɑ:st] vt.预报，预测；预示 n.预测，预报；预想 vi.进行预报，作预测
200 forest 14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201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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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89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t 1 [fɔ:t] n.堡垒；要塞；（美）边界贸易站 vt.设要塞保卫 vi.构筑要塞 n.(Fort)人名；(法)福尔；(德、英、西、葡、匈)福特
204 forward 2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205 four 3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206 fraction 1 ['frækʃən] n.分数；部分；小部分；稍微
207 fragments 5 ['fræɡmənt] n. 碎片；片段 v. 使破碎；分裂
208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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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211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212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13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14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215 globe 1 [gləub] n.地球；地球仪；球体 vt.使…成球形 vi.成球状
216 glory 1 ['glɔ:ri] n.光荣，荣誉；赞颂 vi.自豪，骄傲；狂喜 n.(Glory)人名；(法)格洛里
217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2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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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219 got 2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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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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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2 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218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habitats 1 ['hæbɪtæts] 生境
224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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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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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23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s 4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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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229 hawk 1 [hɔ:k] vt.兜售，沿街叫卖；捕捉；咳出 vi.清嗓；咳嗽；像鹰一般地袭击 n.鹰；鹰派成员；掠夺他人的人 n.(Hawk)人名；
226

(英)霍克；(西)奥克

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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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1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232 hectors 1 英 ['hektə(r)] 美 ['hektər] n. 赫克托(①男子名 ②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中的一勇士名) hector. v. 威吓；恐吓 n. 恃强凌弱的
230

人

helicopter 4 ['helikɔptə] n.[航]直升飞机 vi.[航]乘直升飞机 vt.由直升机运送
234 her 5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235 here 5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36 heritage 1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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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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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3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way 1 ['haiwei] n.公路，大路；捷径
240 hike 1 [haik] vi.远足；徒步旅行；上升 vt.提高；拉起；使…高涨 n.远足；徒步旅行；涨价
241 his 6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42 historic 2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243 history 3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244 holes 1 英 [həʊlz] 美 [hoʊlz] n. 洞；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.
245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246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239
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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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7

特

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50 hues 1 n. 颜色；色调 名词hue的复数形式.
251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252 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253 if 7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54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255 in 22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249
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inaudible 4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57 inbreeding 1 ['in,bri:diŋ] n.近亲交配；同系繁殖 v.近亲交配（inbreed的ing形式）
258 inches 2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2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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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260 incredible 2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261 ingenuity 4 n.心灵手巧，独创性；精巧；精巧的装置 n.西门子公司将其品牌宣言“Ingenuityforlife”诠释为“博大精深同心致远”
262 instruments 1 ['ɪnstrəmənt] n. 仪器；乐器；工具；器械 v. 用器械（或仪器）装备；向…提交文书
263 intentional 1 [in'tenʃənəl] adj.故意的；蓄意的；策划的
264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265 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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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6 iron 1 ['aiən] n.熨斗；烙铁；坚强 vt.熨；用铁铸成 adj.铁的；残酷的；刚强的 vi.熨衣；烫平 n.(Iron)人名；(英)艾恩
267 is 2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68 isolated 2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269 it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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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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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1 jaguars 1 n. “美洲虎”战斗机
272 James 1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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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
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keep 2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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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6 kitty 1 ['kiti:] n.小猫，猫咪
277 know 5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78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279 Lakes 1 [leiks] n.[地理]湖泊，湖畔；[涂料]色淀 n.(Lakes)人名；(德)拉克斯
280 land 5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281 landscape 3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274
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
landscapes 1 ['lændskeɪp] n. 风景；风景画；山水；[计]横向 v. 美化景观
283 least 4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284 le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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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286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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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88 length 1 [leŋθ, leŋkθ] n.长度，长；时间的长短；（语）音长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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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291 lift 2 [lift] vt.举起；提升；鼓舞；空运；抄袭 vi.消散；升起；耸立 n.电梯；举起；起重机；搭车
292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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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3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294 local 3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295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28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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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297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298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299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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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6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3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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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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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303 mal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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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05 m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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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2

威；进行曲

marred 1 英 [mɑː(r)] 美 [mɑːr] vt. 破坏；毁坏 n. 污点；瑕疵 abbr. 海上的（=maritime） Mar. abbr. 三月（March）
307 Mars 2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308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309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10 McGregor 1 n. 麦格雷戈(在美国；西经 97º25' 北纬 31º27')
311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312 meteorology 1 [,mi:tiə'rɔlədʒi] n.气象状态，气象学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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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4 mission 2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315 missions 1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316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317 monkey 1 ['mʌŋki] n.猴子；顽童 vi.胡闹；捣蛋 vt.嘲弄
318 moon 1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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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06

以)莫雷
320

4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st

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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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23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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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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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6 nasa 3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327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328 native 2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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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31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332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333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34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35 nex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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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6 no 3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337 nori 1 ['nɔri] n.海苔片；紫菜 n.(Nori)人名；(意、英)诺里
338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339 northeast 1 [,nɔ:θ'i:st] adj.东北的；向东北的；来自东北的 n.东北 adv.向东北；来自东北
340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341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42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43 observing 1 [əb'zəviŋ, ɔb-] adj.观察的；注意的；观察力敏锐的 v.观察；遵守（observe的ing形式）
344 of 4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45 off 4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46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3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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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348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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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7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350 one 4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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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2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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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3 orbiting 1 ['ɔː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354 orville 1 ['ɔ:vil] n.奥维尔（男子名）
355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56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57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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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9

灭；驱逐
3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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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ablo 1 ['pæbləu] n.巴勃罗（西班牙籍体育明星）；帕布洛（英国水槽产品品牌）；帕布鲁（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的姓）
360 panel 1 ['pænl] n.仪表板；嵌板；座谈小组，全体陪审员 vt.嵌镶板 n.(Panel)人名；(英、法)帕内尔
361 Paraguay 1 ['pærəgwai] n.巴拉圭（南美洲一国名）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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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9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364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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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6 patches 1 [pætʃ] n. 小片；补丁；眼罩；（贴在伤口的）膏药；【生态】斑块 vt. 修补；补缀；解决；掩饰
367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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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 permanently 1 ['pə:mənəntli] adv.永久地，长期不变地
370 perseverance 1 [,pɜ:sə'vɪərəns] n.坚持不懈；不屈不挠 n.耐性；毅力
371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372 pH 6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373 piece 5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374 pipe 1 [paip] n.管；烟斗；笛 vi.吹笛；尖叫 vt.用管道输送；尖声唱；用管乐器演奏 n.(Pipe)人名；(匈)皮佩；(英)派普
375 pirates 1 ['paɪrət] n. 海盗；盗版者 v. 盗版；抢劫；剽窃
376 plac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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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77 planet 4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378 planting 1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379 polluting 1 [pə'luːtɪŋ] adj. 污染的；玷污的 动词pollu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80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381 possible 3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382 postage 1 ['pəustidʒ] n.邮资，邮费
383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84 pounds 2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385 poured 1 英 [pɔː(r)] 美 [pɔːr] v. 不断流动；倒；倾泻；蜂涌而来 n. 倾泻
386 powered 2 ['pauəd] adj.有动力装置的；以…为动力的 n.促进（powe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提供动力
387 presen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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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8 preserved 1 [pri'zə:vd] adj.保藏的；腌制的；喝醉的 n.(Preserved)人名；(英)普里泽夫德
389 priorities 1 英 [praɪ'ɒrəti] 美 [praɪ'ɔːrəti] n. 优先权；优先；优先顺序
390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391 prohibited 1 [prə'hɪbɪtɪd] adj. 被禁止的 动词prohibi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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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ject 1 [英 [prəˈ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393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394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395 proud 1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396 Puerto 1 n.垭口，港口，山口 n.(Puerto)人名；(西)普埃尔托
397 puma 1 ['pju:mə] n.[脊椎]美洲狮
398 punishingly 1 adv.punishing（繁重费力的，艰难的）的变形
399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400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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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92

(泰、缅)布

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402 PVC 1 [ˌpiːviː'siː] 聚氯乙烯,[计] 永久虚电路
403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404 rain 2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405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406 rainforest 1 英 ['reɪnfɒrɪst] 美 ['reɪnfɔːrɪst] n. 雨林
407 rains 1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408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401

于；来回走动

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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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9

尔

really 4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12 receives 1 [rɪ'siːv] v. 接到；收到；接待
41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41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415 reconnect 1 [ˌriːkə'nekt] v. 使再接合；重新连接
416 reconnects 1 v.再供应（水电等），再接通（电话）( reconnect的第三人称单数 )
417 rec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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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1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419 red 2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420 reduction 2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421 reforestation 2 [,ri:fɔri'steiʃən] n.重新造林
422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423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424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425 restoration 1 [,restə'reiʃən] n.恢复；复位；王政复辟；归还
426 restored 1 [rɪ'stɔːd] adj. 恢复的
427 restoring 1 [rɪs'tɔːrɪŋ] n. 恢复；复原 动词rest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28 Rico 1 ['rikəu] abbr.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（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） n.(Rico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
418

意、葡)里科
429

ride 1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
430

3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ght

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432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433 ro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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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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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4

1 [rəulz] n.滚动（roll的复数）；面包卷；捆；卷轴；辊碎机 v.滚动；行驶；盘旋；辗；使左右摇晃；运转（roll的三单形
式）

rolls

roving 1 ['rəuviŋ] n.粗纱 adj.流动的；徘徊的
436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4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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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5

名；(英)拉什

sacred 1 ['seikrid] adj.神的；神圣的；宗教的；庄严的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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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8

拉伯)赛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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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1 sandbags 1 ['sændbæɡ] n. 沙袋 v. 堆沙袋；抵御；猛烈抨击；掩盖真相
442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43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44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445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446 scurrying 1 英 ['skʌri] 美 ['skɜːri] v. 小步疾走；急赶 n. 快跑声；疾走
447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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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40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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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0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451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52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453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454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455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56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457 she 5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449

话·威妥玛)

sh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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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9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460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461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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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3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464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465 size 2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466 slippery 1 ['slipəri] adj.滑的；狡猾的；不稳定的
467 slithering 1 英 ['slɪðə(r)] 美 ['slɪðər] v. （使）滑行；（使）滑动
468 sm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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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58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nakes 1 [脊椎]
470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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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1 sodden 1 ['sɔdən] adj.浸透的；浑身湿透的；浸过酒的 vt.使浸透；使迷糊
472 sola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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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3 solid 1 ['sɔlid] adj.固体的；可靠的；立体的；结实的；一致的 n.固体；立方体 n.(Solid)人名；(瑞典)索利德
474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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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9

>稍微

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476 south 2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475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478 species 4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479 spiders 1 [s'paɪdəz] 蜘蛛
480 spiritual 1 ['spiritjuəl, -tʃuəl] n.圣歌（尤指美国南部黑人的） adj.精神的，心灵的
481 splinter 1 ['splintə] n.碎片；微小的东西；极瘦的人 vi.分裂；裂成碎片 vt.使分裂；使裂成碎片 n.(Splinter)人名；(瑞典)斯普林特
482 stacy 1 ['steisi] n.史黛西（女子名）；斯特西（男子名）
483 stamp 1 [stæmp] n.邮票；印记；标志；跺脚 vt.铭记；标出；盖章于…；贴邮票于…；用脚踩踏 vi.跺脚；捣碎；毁掉 n.(Stamp)
477

人名；(德)施坦普；(英)斯坦普
48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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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standing

started 2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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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7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488 steel 1 [sti:l] n.钢铁；钢制品；坚固 vt.钢化；使冷酷 adj.钢制的；钢铁业的；坚强的 n.(Steel)人名；(德)施特尔；(英)斯蒂尔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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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0 stranger 1 ['streidʒə] n.陌生人；外地人；局外人 n.(Stranger)人名；(瑞典)斯特朗格；(英)斯特兰杰
491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492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493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494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495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496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497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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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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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00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499

(土)塔勒

taller 1 [tɔːl] adj. 高的
502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ːr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503 Tasman 1 塔斯曼(人名)
504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505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501

拉伯)塔勒

ter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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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7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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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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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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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0 the 8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11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12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513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14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15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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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7 though 3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18 threat 2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519 thrill 1 [θril] n.激动；震颤；紧张 vt.使…颤动；使…紧张；使…感到兴奋或激动 vi.颤抖；感到兴奋；感到紧张
520 thrilling 1 ['θriliŋ] adj.毛骨悚然的；令人兴奋的；颤动的
5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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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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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2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523 time 2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521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525 to 4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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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4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4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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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8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529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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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6
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tourists 2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532 tower 1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533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534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535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36 transformation 1 [,trænsfə'meiʃən, ,trænz-, trɑ:n-] n.[遗]转化；转换；改革；变形
537 travel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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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38 trees 1 [triː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531

的复数形式

tremendous 1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540 tribute 1 n.礼物；[税收]贡物；颂词；（尤指对死者的）致敬，悼念，吊唁礼物
541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54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43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544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545 twisted 1 ['twistid] adj.扭曲的 v.扭动（twist的过去式）
546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47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548 uluru 6 n. 乌卢鲁巨岩（位于澳大利亚）
549 under 3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550 undergo 1 [,ʌndə'gəu] vt.经历，经受；忍受
551 underneath 1 [,ʌndə'ni:θ] prep.在…的下面；在…的形式下；在…的支配下 adv.在下面；在底下 n.下面；底部 adj.下面的；底层
539

的

unesco 1 [ju:'neskəu] abbr.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itedNationsEducational，Scientific，andCulturalOrganization）
553 unidentified 10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54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55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56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57 us 1 pron.我们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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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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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0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561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562 venture 1 ['ventʃə] vt.敢于 vi.冒险；投机 n.企业；风险；冒险 n.(Venture)人名；(法)旺蒂尔
563 ve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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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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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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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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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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7 Wales 1 [weilz] n.威尔士（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地区）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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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70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71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572 waterfalls 3 ['wɒtɚ] n. 悬瀑；瀑布 名词waterfall的复数形式.
573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574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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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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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6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577 weather 3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565
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week 5 [wi:k] n.周，星期
579 weekend 2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580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581 weighed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582 weighs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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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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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5 w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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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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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8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588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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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591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592 Wilbur 1 ['wilbə] n.威尔伯（男子名，等于Wilber）
593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594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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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5 windy 1 ['windi] adj.多风的，有风的；腹胀的；吹牛的
596 wing 1 n.翼；翅膀；飞翔；派别；侧厅，耳房，厢房 vt.使飞；飞过；空运；增加…速度；装以翼 vi.飞行 n.(Wing)人名；(英、
587

印尼)温

wings 1 [wiŋz] n.[昆]翅膀（wing的复数形式）；飞行章；女童军戴的一种翼形章 n.(Wings)人名；(德)温斯
598 wingspan 1 ['wiŋspæn] n.翼展；翼幅
599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600 witnessing 1 ['wɪtnəs] n. 目击者；证人 vt. 目击；经历；见证；出席；观察 vi. 证明；为(宗教信仰)做见证
601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02 wood 3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603 wooden 1 ['wudən] adj.木制的；僵硬的，呆板的
6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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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7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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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605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ks 3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608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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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10 wright 5 [rait] n.制作者；工人
611 yard 3 [jɑ:d] n.院子；码（英制中丈量长度单位，1码=3英尺）；庭院；帆桁 vt.把…关进或围在畜栏里 n.(Yard)人名；(英)亚德
61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13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14 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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