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3-29 词频表
the 10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50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1

通话·威妥玛)

of 4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in 39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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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nd 3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6 it 21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5
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
informationtechnology

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8 that 18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9 be 1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0 ar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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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a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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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3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14 will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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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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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you 1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7 they 1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8 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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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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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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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but 9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21 these 9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22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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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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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0

以)莫雷
24

whe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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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cnn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26 fire 7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25

枪；激动；烧火

re 7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28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29 up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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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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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dame 6 [deim] n.夫人；年长妇女 n.(Dame)人名；(法)达姆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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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34 mal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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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6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7 notre 6 adj.（法）我们的
38 roof 6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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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

say

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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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hip 6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41 unidentified 6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42 voters 6 ['vəʊtəz] 选民
43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4 canal 5 [kə'næl] n.运河；[地理]水道；[建]管道；灌溉水渠 vt.在…开凿运河 n.(Can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卡纳尔；(土)贾
40

纳尔

cathedral 5 [kə'θi:drəl] n.大教堂
46 end 5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47 ever 5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48 Georgia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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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9 given 5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50 now 5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51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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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45

稍微

stat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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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Suez 5 ['su:iz, su:'ez] n.苏伊士（埃及东北部港市）；苏伊士运河
55 vessel 5 ['vesəl] n.船，舰；[组织]脉管，血管；容器，器皿 n.(Vessel)人名；(荷)费塞尔；(俄、意、捷)韦塞尔
56 vote 5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57 voting 5 ['vəutiŋ] adj.投票的 n.投票；选举 v.投票（vote的ing形式）；选举
58 week 5 [wi:k] n.周，星期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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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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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 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62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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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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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ays 4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65 elections 4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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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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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hi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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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

名；(英)海伊
69

la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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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laws 4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71 most 4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70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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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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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 place 4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72

莱斯

rebuild 4 [,ri:'bild, 'ri:,bild] vt.重建；改造，重新组装；复原 vi.重建
76 remains 4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77 shipping 4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78 support 4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79 than 4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后）；
75

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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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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tree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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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80

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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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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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85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86 ballots 3 ['bælət] n. 投票；投票用纸 vi. 投票
87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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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

的）食品罐头

cargo 3 ['kɑ:gəu] n.货物，船货 n.(Cargo)人名；(英、西)卡戈
8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0 changes 3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91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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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 democrats 3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93 destroyed 3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94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95 for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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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88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re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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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global 3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98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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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96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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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01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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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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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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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s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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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05 needed 3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06 night 3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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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109 over 3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103

西、土)奥韦尔

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111 rocket 3 ['rɔkit] vi.飞驰，飞快地移动；迅速增加 n.火箭 vt.用火箭运载
112 saying 3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113 ships 3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114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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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10

肖

spire 3 ['spaiə] n.[建]尖顶；尖塔；螺旋 vi.螺旋形上升 vt.给…加塔尖 n.(Spire)人名；(德)施皮雷；(法)斯皮尔
116 States 3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117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118 Weeks 3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119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120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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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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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123 absentee 2 [,æbsən'ti:] n.缺席者 缺席投票的 缺席的
124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125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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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 attempts 2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128 beams 2 [biːm] vi. 微笑；发光 vt. 播送；发射；用梁支撑 n. 桁条；光线；(光线的)束；(横)梁
129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30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131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132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133 blocking 2 ['blɔkiŋ] n.阻塞；封闭；大块 v.阻塞（block的ing形式）
134 bracing 2 ['breisiŋ] n.支撑；支柱；背带 adj.令人振奋的；凉爽的 v.绷紧，顶住（brac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135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136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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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candidate 2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138 caused 2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139 ceiling 2 ['si:liŋ] n.天花板；上限
140 container 2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141 continues 2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142 crashing 2 ['kræʃiŋ] adj.彻底的；最好的；猛撞的 v.打碎（crash的ing形式）
143 crown 2 [kraun] n.王冠；花冠；王权；顶点 vt.加冕；居…之顶；表彰；使圆满完成 n.(Crown)人名；(英)克朗
144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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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2

土)达伊

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146 don 2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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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149 Egypt 2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150 election 2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151 endeavor 2 [in'devə] n.努力；尽力（等于endeavour） vi.努力；尽力（等于endeavour） vt.努力；尽力（等于endeavour）
152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3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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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8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xactly 2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156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57 extra 2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158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159 fores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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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0 generally 2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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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 hms 2 [,eitʃ em 'es] abbr.英国政府公务（Her/HisMajesty'sService）；皇家海军舰艇（Her/HisMajesty'sShip）
163 holy 2 [['həuli] adj.圣洁的，神圣的；至善的 n.神圣的东西 （俚）太棒了 n.(Holy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霍利
164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65 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166 hurt 2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155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168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169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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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 itself 2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171 li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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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67

(俄)利涅

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173 maritime 2 ['mæritaim] adj.海的；海事的；沿海的；海员的
174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75 modern 2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176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177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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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179 oppose 2 [ə'pəuz] vt.反对；对抗，抗争 vi.反对
180 organ 2 n.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；管风琴；嗓音；阴茎 n.（Organ）人名；（英）奥根
181 passing 2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178
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person 2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183 platform 2 ['plætfɔ:m] n.平台；月台，站台；坛；讲台
184 Prattville 2 n. 普拉特维尔(在美国；西经 86º30' 北纬 32º29')
185 prevent 2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186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187 rebuilding 2 ['riːˌbɪldɪŋ] n. 改建
188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189 reconstructing 2 [ˌriːkən'strʌkt] v. 重建；修复；重现
190 refloat 2 [,ri:'fləut] vt.使再浮起；打捞
191 request 2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192 runoff 2 ['rʌnɔf, -ɔ:f] n.[水文]径流；决赛；流走的东西 adj.决胜的
193 salvage 2 ['sælvidʒ] n.打捞；海上救助；抢救财货；救难的奖金 vt.抢救；海上救助 n.(Salvage)人名；(法)萨尔瓦热
194 sandstorm 2 ['sændstɔ:m] n.[气象]沙暴；大风沙
195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196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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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82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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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soon 2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200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1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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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

stone

2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
(英)斯通

stu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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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204 tall 2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202

(土)塔勒

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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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207 thorns 2 [θɔːnz] n. 刺；棘；荆；荆棘 名词thorn的复数形式.
208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209 tide 2 [taid] n.趋势，潮流；潮汐 vt.随潮漂流
2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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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211 traffic 2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212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213 turn 2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210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unfairly 2 [ʌn'fɛəli] adv.不公平地；不正当地
215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216 waiting 2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217 walls 2 ['wɔːlz] n. 墙壁
218 winds 2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219 within 2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220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21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22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223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224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225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226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227 aground 1 [ə'graund] adv.搁浅地；地面上 adj.搁浅的；地面上的
228 Alabama 1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229 aliens 1 ['eɪliən] n. 外侨；外国人；外星人 adj. 外国的；陌生的；相异的
23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231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23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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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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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237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38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239 apology 1 [ə'pɔlədʒi] n.道歉；谢罪；辩护；勉强的替代物
240 apparently 1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241 Arches 1 n.拱桥（arch的复数形式）；弓形 v.用拱连接；使…成曲线；拱起（arch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242 architects 1 建筑师
243 artifacts 1 ['ɑːrtɪfækts] n. 人工制品；史前古器物 名词artifact的复数形式. =artefacts.
244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245 authorities 1 [ɔː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246 authority 1 [ɔ:'θɔrəti] n.权威；权力；当局
247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214
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backed 1 [bækt] adj.有背的；有财力支持的 v.支持；使后退（back的过去分词）
249 backlog 1 ['bæklɔg] n.[管理]积压的工作；积压待办的事务；大木材 vt.储备；把…积压起来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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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1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252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253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54 bell 1 [bel] n.铃，钟；钟声，铃声；钟状物 vt.装钟于，系铃于 vi.鸣钟；成钟状鼓起
255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2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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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257 bills 1 [bɪls] n. 账单；纸钞；汇票；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.
258 Bismarck 1 ['bizma:k] n.俾斯麦（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家）
259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260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261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262 bounty 1 ['baunti] n.慷慨；丰富；奖励金；赠款 vt.发给…奖金等；为…而发给赏金 vi.以赏金等形式发放
263 bowed 1 [baud] adj.有弓的；弯如弓的
264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256
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breaks 1 [b'reɪks] n.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.
266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267 budged 1 [bʌdʒ] v. 移动； 妥协 n. 羔皮 adj. <古>浮夸的； 庄严的
268 builds 1 [bɪld] v. 建造；开发；创建；逐渐增强 n. 体格；身材
269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270 burning 1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27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272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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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4 carrier 1 ['kæriə] n.[化学]载体；运送者；带菌者；货架 n.(Carrier)人名；(英)卡里尔；(法)卡里耶
275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276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277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278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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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0 chairman 1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281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282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283 Christ 1 [kraist] n.基督；救世主 int.天啊！
284 Christian 1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285 church 1 [tʃə:tʃ] n.教堂；礼拜；教派 adj.教会的；礼拜的 vt.领…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.(Church)人名；(英)丘奇
286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287 cleaned 1 [kliːn] adj. 干净的；纯洁的；完全的；空白的；正当的；精准的 adv. 完全地 n. 清洁 v. 打扫；清扫；擦，刷
288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289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290 comet 1 ['kɔmit] n.[天]彗星 n.(Comet)人名；(法)科梅
291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292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293 constitution 1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294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295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96 costing 1 ['kɔstiŋ] n.成本计算；生产费用 v.花费（cost的ing形式） n.(Costing)人名；(罗)科斯廷格
297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298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299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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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

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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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er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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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02 cracking 1 ['krækiŋ] adj.重大的；敏捷的；出色的 adv.非常；极其 n.破裂；分馏 v.破裂；打开；变声（crack的ing形式）
303 crane 1 [krein] n.吊车，起重机；鹤 vi.伸着脖子看；迟疑，踌躇 vt.用起重机起吊；伸长脖子 n.(Crane)人名；(意、葡)克拉内；
301

(英、法、西)克兰
304

cut

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06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307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308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309 devastating 1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310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311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312 dislodge 1 [dis'lɔdʒ] vt.逐出，驱逐；使……移动；用力移动 vi.驱逐，逐出；离开原位
313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314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315 divert 1 [dai'və:t, di-] vt.转移；使…欢娱；使…转向 vi.转移 n.(Divert)人名；(法)迪韦尔
316 divide 1 [di'vaid] vt.划分；除；分开；使产生分歧 vi.分开；意见分歧 n.[地理]分水岭，分水线
317 divided 1 [di'vaidid] adj.分裂的；分开的；有分歧的 v.分开（divide的过去分词）；分离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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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5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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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9

don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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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ozen 1 ['dʌzən] n.十二个，一打 adj.一打的
321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322 dredging 1 ['dredʒɪŋ] n. 挖泥；挖出物 动词dred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23 drinks 1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324 driver 1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325 Dutch 1 [dʌtʃ] adj.荷兰的；荷兰人的；荷兰语的 n.荷兰人；荷兰语 adv.费用平摊地；各自付账地
326 dying 1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327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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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9 Easter 1 ['i:stə] n.复活节
330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320
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332 empire 1 ['empaiə] n.帝国；帝王统治，君权 n.(Empire)人名；(法)昂皮尔
333 encouraging 1 [in'kʌridʒiŋ] adj.令人鼓舞的；鼓励的，奖励的 v.鼓励，支持（encourage的ing形式）
334 engineered 1 ['endʒɪn'iərd] adj. 设计的；工程监督的 动词engin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35 engineers 1 英 [ˌendʒɪ'nɪə(r)] 美 [ˌendʒɪ'nɪr] n. 工程师；机(械)师 vt. 设计；建造；策划
336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337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338 equivalent 1 [i'kwivələnt] adj.等价的，相等的；同意义的 n.等价物，相等物
339 error 1 ['erə] n.误差；错误；过失
340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341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342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343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344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3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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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ecutives 1 英 [ɪɡ'zɛkjʊtɪv] 美 [ɪg'zɛkjətɪv] adj. 行政的；决策的；经营的；[计算机]执行指令 n. 行政主管；行政部门；决策者
346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347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348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349 fairness 1 ['fεənis] n.公平；美好；清晰；顺利性
350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351 fashion 1 ['fæʃən] n.时尚；时装；样式；时髦人物 vt.使用；改变；做成…的形状
352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345
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fastest 1 ['fɑːstɪst] adj.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.
354 Feder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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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53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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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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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 flames 1 [fleɪmz] n. 火焰 名词flame的复数形式.
358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359 forestry 1 ['fɔristri] n.林业；森林地；林学
360 forwar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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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362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363 fraud 1 [frɔ:d] n.欺骗；骗子；诡计 n.(Fraud)人名；(法)弗罗
364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365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366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367 gaping 1 ['gæpiŋ] adj.多洞穴的
368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369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370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371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372 gifts 1 [ɡɪft] n. 礼物；赠品 n. 天赋；才能 vt. 赋予；赠送
373 glad 1 adj.高兴的；乐意的 vt.使......高兴 n.(Glad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德；(英)格莱德；(法、挪)格拉
374 glass 1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375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355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thic 1 ['gɔθik] adj.哥特式的；野蛮的 n.哥特式
377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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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9 grou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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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rounding 1 ['graundiŋ] n.[电]接地；基础；搁浅；（染色的）底色 v.[电]接地（ground的ing形式）；搁浅
381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382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383 handed 1 ['hændid] adj.有手的；用...手的 v.帮助（hand的过去分词）；递送
384 handled 1 adj.有把手的；有把柄的 v.使用；负责；触摸；指挥（handle的过去分词）
385 handles 1 ['hændlz] n. 操纵；掌握 名词handle的复数形式.
386 handouts 1 ['hændˌɑʊts] n. 散发的宣传品 名词handout的复数形式.
387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388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389 harvest 1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3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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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

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head

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392 heartbreaking 1 ['hɑ:t,breikiŋ] adj.悲伤或失望到难忍程度的；令人悲伤的 v.使…心碎（heartbreak的ing形式）
393 heavier 1 ['hevɪə] adj. 更沉重的；更巨大的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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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91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39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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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lp

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397 hole 1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
396

尔

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99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400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401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402 id 1 [id] n.遗传素质；本能冲动 n.(Id)人名；(阿拉伯)埃德；(芬)[心理]伊德
403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404 ideas 1 观念
405 identification 1 [ai,dentifi'keiʃən] n.鉴定，识别；认同；身份证明
406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407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408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409 inaudible 1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410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411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412 initially 1 [i'niʃəli] adv.最初，首先；开头
413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414 insist 1 [in'sist] vt.坚持，强调 vi.坚持，强调
41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416 interior 1 [in'tiəriə] n.内部；本质 adj.内部的；国内的；本质的
417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18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419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420 Jesus 1 n.耶稣（上帝之子）；杰西（男子名）
421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422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423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424 kee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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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5 kisen 1 气仙
426 kk 1 abbr. [物]千开(=kilokelvin)
427 knot 1 [nɔt] n.（绳等的）结；节瘤，疙瘩；海里/小时（航速单位） vt.打结 vi.打结 n.(Knot)人名；(英)诺特
428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429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430 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431 lawsuits 1 n. 诉讼，法律诉讼；控诉（lawsuit的复数形式）
432 Le 1 abbr.务实贸易（LaborExchange）；低爆速炸药（LowExplosive）；职业介绍所（LabourExchange） n.(Le)人名；(柬)莱；
398

(缅)礼；(老)勒；(俄)列
433

least

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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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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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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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7 license 1 ['laisəns] n.执照，许可证；特许 vt.许可；特许；发许可证给
438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434
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lighten 1 ['laitən] vi.减轻；发亮 vt.使照亮；使轻松
440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441 livestock 1 ['laivstɔk] n.牲畜；家畜
442 Lloyd 1 [lɔid] n.劳埃德（男子名）
443 load 1 [ləud] n.负载，负荷；工作量；装载量 vi.[力]加载；装载；装货 vt.使担负；装填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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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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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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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45

(英)卢克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448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449 macron 1 ['mækrɔn, 'mei-] n.长音符号（加于元音上） n.(Macron)人名；(法)马克龙
450 mailed 1 [meild] adj.装甲的；披甲的；有锁子甲状鳞的 v.邮寄；使披上铠甲的（m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51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447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453 Mans 1 abbr.自然科学学会会员（MemberoftheAcademyofSciences） n.(Mans)人名；(法)芒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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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2

威；进行曲

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456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457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458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459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460 medieval 1 [,medi'i:vəl, ,mi:-] adj.中世纪的；原始的；仿中世纪的；老式的
461 meteor 1 ['mi:tiə] n.流星；[气象]大气现象
462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463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464 mighty 1 ['maiti] adj.有力的；强有力的；有势力的 adv.很；极；非常 n.有势力的人
465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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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468 monument 1 ['mɔnjumənt] n.纪念碑；历史遗迹；不朽的作品 vt.为…树碑
469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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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1 multiple 1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472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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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4 navigating 1 ['nævɪɡeɪt] vi. 航行；驾驶；操纵 vt. 航行；驾驶；横渡；<口>设法穿过，走过，经过
475 nightmare 1 ['naitmεə] n.恶梦；梦魇般的经历 adj.可怕的；噩梦似的
476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477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4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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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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9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480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481 oak 1 [əuk] n.橡树；橡木色；橡木家具 adj.栎树的；栎木制的 n.(Oak)人名；(英)奥克
482 oaks 1 [əuks] n.橡树（oak的复数）
483 Oceania 1 [,əuʃi'einiə; -'ɑ:n-; -'æn-] n.大洋洲
484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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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6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487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488 opposition 1 [,ɔpə'ziʃən] n.反对；反对派；在野党；敌对
489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490 orbit 1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491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92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9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94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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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8

灭；驱逐

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496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497 palm 1 [pɑ:m] n.手掌；棕榈树；掌状物 vt.将…藏于掌中 n.(Palm)人名；(英)帕姆；(瑞典)帕尔姆；(法、德、俄、捷、芬、挪)帕
495

尔姆
498

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san 1 [,pɑ:ti'zæn] adj.党派的；效忠的；偏袒的；盲目推崇的 n.游击队；虔诚信徒；党羽
500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499

德、俄)帕斯

passageway 1 ['pæsidʒwei] n.通道；走廊
502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503 peach 1 [pi:tʃ] n.桃子；桃树；桃红色；受人喜欢的人（或物） adj.桃色的；用桃子制成的 vi.告密 vt.告发 n.(Peach)人名；(英)皮
501

奇

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505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506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504

猜想；未定之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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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8 pitching 1 ['pitʃiŋ] n.俯仰；铺地石；投手投球 adj.倾斜的；陡的 v.使倾斜（pitch的ing形式）；投掷；用沥青涂；为…定调
509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10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511 plays 1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507
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pocketbook 1 ['pɔkitbuk] n.钱包；笔记本；经济来源；皮夹
513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514 polling 1 ['pəuliŋ] n.投票；轮询 v.获得…票（poll的ing形式）
515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516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517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518 precarious 1 [pri'kεəriəs] adj.危险的；不确定的
519 precisely 1 [pri'saisli] adv.精确地；恰恰
5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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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521 priority 1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522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523 properly 1 ['prɔpəli] adv.适当地；正确地；恰当地
524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525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526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527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528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529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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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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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0

尔

rebuilt 1 [ri:'bilt] v.重新组装（rebuil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重建
533 reconstruct 1 [,ri:kən'strʌkt] vt.重建；改造；修复；重现
534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535 replacing 1 [rɪ'pleɪsɪn] adj. 更换的；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536 republicans 1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537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538 resolved 1 [ri'zɔlvd] adj.下定决心的；已解决的；断然的 v.解决；决定；分解；转变（resolve的过去分词）
539 resounding 1 [ri'zaundiŋ, -'saund-] adj.响亮的；轰动的；彻底的 v.回响（resound的ing形式）
540 resources 1 [rɪ'sɔː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541 restored 1 [rɪ'stɔːd] adj. 恢复的
542 restoring 1 [rɪs'tɔːrɪŋ] n. 恢复；复原 动词rest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543 richness 1 ['ritʃnis] n.丰富；富裕；肥沃；华美
544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532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546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547 rolling 1 ['rəuliŋ] n.旋转；动摇；轰响 adj.旋转的；起伏的；波动的
548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549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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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5

名；(英)拉什

sailed 1 v.航行（sail的过去分词） adj.已开航的
552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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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1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atellites 1 n. 卫星；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.
554 scaffolding 1 ['skæfəldiŋ, -fəu-] n.脚手架；搭脚手架的材料
555 scenario 1 n.方案；情节；剧本；设想
556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57 seats 1 ['siː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558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559 seems 1 [siː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560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561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562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563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564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5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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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566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67 shooting 1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568 shop 1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569 shortened 1 英 ['ʃɔːtn] 美 ['ʃɔːrtn] v. 弄短；变短
570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571 shower 1 ['ʃauə] n.淋浴；（倾泻般出现的）一阵，一大批；阵雨 vt.大量地给予；把……弄湿 vi.淋浴；下阵雨
5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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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3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574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575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576 sky 1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577 skyrocketing 1 [s'kaɪrɒkɪtɪŋ] 价格飞涨
578 slightly 1 ['slaitli] adv.些微地，轻微地；纤细地
5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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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0 sooner 1 ['su:nə] n.（美）抢先占有土地者（在政府开放西部前）
581 sorry 1 ['sɔ:ri, 'sɔ-] adj.遗憾的；对不起的，抱歉的 int.对不起，抱歉（表示委婉的拒绝等）
582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583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584 spacex 1 n.太空探索技术公司（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）
585 spires 1 英 ['spaɪə(r)] 美 ['spaɪər] n. (教堂的)尖塔；尖顶；螺旋 v. 给 ... 装尖顶；塔状矗立
586 stabilized 1 [s'teɪbəlaɪzd] adj. 稳定的 动词stabi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87 stain 1 vt.玷污；败坏；给…着色 vi.污染；被玷污；被染污 n.污点；瑕疵；着色剂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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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65
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standstill 1 ['stændstil] n.停顿；停止
590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589
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starring 1 [s'tɑːrɪŋ] v. 主演（动词star的ing形式） n. 主演 adj. 主演的
592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93 starting 1 ['stɑːt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594 statuary 1 ['stætjuəri, -tʃu,eri] n.雕像；雕像艺术 adj.雕塑的；雕像用的
595 steaming 1 ['sti:miŋ] n.汽蒸；蒸烘 v.汽蒸；通入蒸汽（steam的ing形式） adj.冒热气的 adv.热气腾腾地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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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7 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598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599 suggesting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600 supporters 1 [sə'pɔː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601 survived 1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602 swept 1 [swept] v.扫除（sw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扫频的
603 Tahiti 1 [tɑ:'hi:ti; tə-] n.塔希提岛（位于南太平洋，法属波利西亚的经济活动中心）
604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605 technical 1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606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607 testament 1 ['testəmənt] n.[法]遗嘱；圣约；确实的证明
608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609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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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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11 tighten 1 ['taitən] vt.变紧；使变紧 vi.绷紧；变紧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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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0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ip 1 vi.给小费；翻倒；倾覆 vt.给小费；倾斜；翻倒；装顶端 n.小费；尖端；小建议，小窍门；轻拍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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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3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owering 1 ['tauəriŋ] adj.高耸的；卓越的；激烈的 v.高翔（tower的ing形式）
616 towers 1 ['taʊəz] n.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.
617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618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619 tragic 1 ['trædʒik] adj.悲剧的；悲痛的，不幸的
620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2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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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3 tug 1 [tʌg] n.拖船；拖曳；苦干 vi.用力拉；竞争；努力做 vt.用力拉；较量；用拖船拖
624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625 underway 1 ['ʌndə'wei] adj.进行中的；起步的；航行中的 n.[公路]水底通道
626 unique 1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627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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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9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630 USS 1 [ˌjuːes'es] n. （=United States Senate）美国参议院 (=United States Ship)美国军舰.
631 vaulted 1 ['vɔ:ltid] adj.拱形的；圆顶的 v.做成拱形；撑杆跳跃（vault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632 vaults 1 [vɔːlt] n. 窖；穹；地下室；撑竿跳 vt. 做成圆拱形；撑竿跳跃 vi. 跳跃
633 volume 1 ['vɔlju:m] n.量；体积；卷；音量；大量；册 adj.大量的 vi.成团卷起 vt.把…收集成卷
634 voter 1 ['vəutə] n.选举人，投票人；有投票权者
635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636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6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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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8 waterway 1 ['wɔ:təwei, 'wɔ-] n.航道；水路；排水沟
639 waterways 1 ['wɔːtəweɪz] n. 排水沟
640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6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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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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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15

韦尔

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644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6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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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6 whom 1 [hu:m, 弱 hum] pron.谁（who的宾格）
647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648 windows 1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6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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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0 wondering 1 ['wʌndəriŋ] adj.疑惑的；觉得奇怪的 v.想知道（wonder的ing形式）；惊奇
651 wooden 1 ['wudən] adj.木制的；僵硬的，呆板的
652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653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654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6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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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5

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worse

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57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656

人名；(英)朗

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59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6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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