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4-22 词频表
the 9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5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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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and 4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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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

it

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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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
informationtechnology

tha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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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 O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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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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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 was 1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11 hav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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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with 1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13 into 1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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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new 1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15 but 10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16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7 has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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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its 10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9 japan 10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20 travel 10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21 wate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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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been 8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23 Chad 8 [tʃæd] n.乍得（非洲国名）
24 on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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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Zealand 8 ['zi:lənd] n.西兰岛（丹麦最大的岛）
26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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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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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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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29 could 7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30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31 jus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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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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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ilitary 7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33 w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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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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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36 Australia 6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37 bubble 6 ['bʌbl] n.气泡，泡沫，泡状物；透明圆形罩，圆形顶 vi.沸腾，冒泡；发出气泡声 vt.使冒泡；滔滔不绝地说
38 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39 countr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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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乡村音乐
32

的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deby 6 n. 迪比
41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2 says 6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3 s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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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 tha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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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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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6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7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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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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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autopilot 5 ['ɔ:təu'pailət] n.[航]自动驾驶仪（等于automaticpilot）
50 car 5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51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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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53 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54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55 president 5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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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rebel 5 ['rebəl, ri'bel] vi.反叛；反抗；造反 n.反叛者；叛徒 adj.反抗的；造反的 n.(Rebel)人名；(德)雷贝尔；(英)里贝尔；(法)勒贝尔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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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52

稍微

tesla 5 ['teslə] n.特斯拉（磁通量单位） n.(Tesla)人名；(英、捷、塞)特斯拉
60 unidentified 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61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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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3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64 before 4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65 bubbles 4 ['bʌbl] n. 气泡；泡影 v. 起泡；冒泡；充满...感情
66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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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 capital 4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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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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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ountries 4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70 france 4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71 go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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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73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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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74 he 4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75 human 4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76 mal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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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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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9

以)莫雷

needs 4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79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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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81 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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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78

土)奥韦尔
82

power 4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以
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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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adioactive 4 [,reidiəu'æktiv] adj.[核]放射性的；有辐射的
84 region 4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85 rex 4 [reks] n.雷克斯（男子名）；国王；君主
86 say 4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83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87

4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繁
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speed

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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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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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frica 3 ['æfrikə] n.非洲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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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ally 3 [英 [ˈælaɪ] 美 [ˈælaɪ]] n.同盟国；伙伴；同盟者；助手 vt.使联盟；使联合 vi.联合；结盟 n.(Ally)人名；(巴基)阿利；(法)阿
91

利；(英)艾丽(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)；(尼日利)阿利

Asia 3 ['eiʃə] n.亚洲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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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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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

3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both

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8 Chadian 3 ['tʃædiən] adj.乍得的；乍得人的 n.乍得人
99 contaminated 3 英 [kən'tæmɪneɪtɪd] 美 [kən'tæməneɪtɪd] adj. 受污染的 动词conta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00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01 damaged 3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02 death 3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103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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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05 electric 3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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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 front 3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108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09 groups 3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110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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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

普

like
112 line
1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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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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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俄)利涅

113

long 3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mckenzie 3 麦肯齐（人名） 马更些（地名）
115 might 3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116 next 3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117 nuclear 3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118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19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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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

灭；驱逐

republic 3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121 sea 3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122 tai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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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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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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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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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6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127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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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4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129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130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31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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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3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134 apparently 2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135 army 2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136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37 Asian 2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13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139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40 called 2 [kɔː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141 cars 2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142 central 2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143 circumstances 2 ['sɜːkəmstənsɪz] n. 情况；境遇；事项；详细情节 名词circumstance的复数形式.
144 closest 2 [k'ləʊsɪst] adj. 最靠近的
145 closures 2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146 company 2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147 controversial 2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148 controversy 2 ['kɔntrə,və:si] n.争论；论战；辩论
149 cooling 2 ['ku:liŋ] adj.冷却的 n.冷却 n.(Cooling)人名；(英)库林
150 council 2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151 crash 2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128

自闯入

David 2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153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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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 drag 2 [dræg] vt.拖累；拖拉；缓慢而吃力地行进 vi.拖曳；缓慢而吃力地行进 n.拖；拖累 n.(Drag)人名；(匈)德劳格
156 dr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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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152

推进力；快车道

driv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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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159 eat 2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160 energy 2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161 estimate 2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162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63 f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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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 feature 2 ['fi:tʃə] n.特色，特征；容貌；特写或专题节目 vi.起重要作用 vt.特写；以…为特色；由…主演
165 fighting 2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166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167 founded 2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68 gener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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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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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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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

名；(英)海伊

hit 2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172 idriss 2 n. 伊德里斯
173 inaudible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174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171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vestigators 2 [ɪn'vestɪɡeɪtəz] 侦查人员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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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7 killed 2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178 last 2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17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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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ive 2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180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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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r 2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183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184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85 meet 2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186 million 2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187 musk 2 [mʌsk] n.麝香；麝香鹿；麝香香味
188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189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190 needed 2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91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192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93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194 or 2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195 pacific 2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196 passengers 2 旅客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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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98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199 police 2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200 quarantine 2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201 release 2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202 Richter 2 ['riktə] n.里克特（姓氏）
203 seat 2 [si:t] n.座位；所在地；职位 vt.使…坐下；可容纳…的；使就职
204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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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standards 2 [s'tændədz] n.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.
207 strong 2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208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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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

的）售得金额

Tasman 2 塔斯曼(人名)
210 tekamah 2 n. 特凯马(在美国；西经 96º12' 北纬 41º48')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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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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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times 2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214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215 tons 2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216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217 transitional 2 [træn'ziʃənəl] adj.变迁的；过渡期的
218 trying 2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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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13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turned 2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221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22 us 2 pron.我们
223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224 walked 2 [wɔːk] v. 步行；陪...走；散步；偷走；走过 n. 步行；散步；人行道
225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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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6 wasn 2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227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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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29 accident 1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230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231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232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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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advent 1 ['ædvənt] n.到来；出现；基督降临；基督降临节
235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236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237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238 al 1 [ɑ:l] abbr.美国联盟（AmericanLeague）；美国军团（AmericanLegion）；阿尔巴尼亚（Albania，欧洲一国家名）；美国亚拉
220

巴马州（Alabama） n.(Al)人名；(英)阿尔(Albert在美国的昵称)

alive 1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240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241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42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43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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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5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246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47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248 applied 1 [ə'plaid] adj.应用的；实用的 v.应用；实施（apply的过去分词）；敷上
249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250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251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252 assure 1 [ə'ʃuə] vt.保证；担保；使确信；弄清楚
253 attempted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254 auburn 1 ['ɔ:bən] n.赤褐色 adj.赤褐色的，赭色的 n.(Auburn)人名；(英)奥伯恩
255 Australian 1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256 automakers 1 n.汽车制造商（automaker的复数）
257 autonomous 1 [ɔ:'tɔnəməs] adj.自治的；自主的；自发的
258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2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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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60 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261 base 1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262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263 basements 1 n.地下室，地下层( basement的名词复数 )
264 battling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265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266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267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268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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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9
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271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272 bizarre 1 [bi'zɑ:] adj.奇异的（指态度，容貌，款式等）
273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274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275 brave 1 [breiv] adj.勇敢的；华丽的 vt.勇敢地面对 n.勇士 n.(Brave)人名；(英)布雷夫；(俄)布拉韦
276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277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278 calculations 1 [kælkjʊ'leɪʃnz] 计算
279 calm 1 [kɑ:m, kɑ:lm] adj.静的，平静的；沉着的 vt.使平静；使镇定 vi.平静下来；镇定下来 n.风平浪静 n.(Calm)人名；(法、德)卡
270

尔姆

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281 can 1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280

的）食品罐头

capitals 1 ['kæpɪtəlz] 资本
283 caused 1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284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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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287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282
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289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288
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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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1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292 concentration 1 [,kɔnsən'treiʃən] n.浓度；集中；浓缩；专心；集合
293 concept 1 ['kɔnsept] n.观念，概念
294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295 confined 1 [kən'faind] adj.狭窄的；幽禁的；有限制的；在分娩中的 v.限制（conf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96 consult 1 [kɔn'sʌlt, 'kɔnsʌlt] vt.查阅；商量；向…请教 vi.请教；商议；当顾问
297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298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99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300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301 corridor 1 n.走廊
302 corruption 1 [kə'rʌpʃən] n.贪污，腐败；堕落
2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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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304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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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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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3
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daiichi 1 代一
308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309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310 depended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311 dependent 1 [di'pendənt] adj.依靠的；从属的；取决于…的 n.依赖他人者；受赡养者
312 desoto 1 n.(Desoto)人名；(英)德索托
313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314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315 dime 1 [daim] n.一角硬币 n.(Dime)人名；(塞)迪梅
316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317 disposal 1 [dis'pəuzəl] n.处理；支配；清理；安排
318 disputed 1 [dɪsp'juːtɪd] adj. 争议 动词disp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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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7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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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llar 1 ['dɔlə] n.美元 n.(Dollar)人名；(英)多拉尔
321 domestically 1 [də'mestikəli] adv.国内地；家庭式地；适合国内地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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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3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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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wn

drivers 1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325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326 drove 1 n.畜群；牛群、羊群等；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(Drove)人名；德罗韦 v.驾驶（drive的过去式）；赶(牲畜)；(牲畜贩
324

子)买卖(牲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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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8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329 earmarked 1 英 ['ɪəmɑːk] 美 ['ɪrmɑːrk] v. 在耳朵做记号；指定 n. 耳上记号；特征；记号
330 earthquake 1 ['ə:θkweik] n.地震；大动荡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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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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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3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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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7
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336 elon 1 [ɪ'lɒn] 埃伦(可溶性显影剂粉末)
337 emptying 1 ['emptɪɪŋ] n. 排空(沉积)；倒出之物 动词empty的现在分词形式.
338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339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340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341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342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343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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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5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344

examining 1 adj.审查的；考试的 v.检查；审讯；进行考试（examin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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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346 extend 1 [ik'stend] vt.延伸；扩大；推广；伸出；给予；使竭尽全力；对…估价 vi.延伸；扩大；伸展；使疏开
347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345

(英)法克特

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49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350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351 fatal 1 ['feitl] adj.致命的；重大的；毁灭性的；命中注定的 n.(Fatal)人名；(葡、芬)法塔尔
352 faulted 1 [faʊlted] adj. 有缺点的；有毛病的 动词faul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53 favor 1 vt.较喜欢；像；优惠，偏袒；有利于；赐予；证实 n.帮助；赞同；偏爱，喜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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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48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356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357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358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359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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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 fir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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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5

枪；激动；烧火

fishermen 1 ['fɪʃəmən] n. 渔夫；渔船 名词fisherman的复数形式.
363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364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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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6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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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62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369 forming 1 ['fɔːmɪŋ] n. 形成(成形法；模锻) v. 形成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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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372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373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374 fukushima 1 n. 福岛
375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368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377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378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79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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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1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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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3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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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ing

gradually 1 ['grædjuəli] adv.逐步地；渐渐地
385 grave 1 [greiv] adj.重大的；严肃的；黯淡的 n.墓穴，坟墓；死亡 vt.雕刻；铭记 n.(Grave)人名；(英)格雷夫；(德、瑞典)格拉
384

弗；(法)格拉夫；(俄、葡)格拉韦
38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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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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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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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389 guy 1 [gai] n.男人，家伙 vt.嘲弄，取笑 vi.逃跑 n.(Guy)人名；(西)吉；(法)居伊；(英)盖伊
390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391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39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393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394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395 Herman 1 ['hə:mən] n.赫尔曼（男子名）
396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397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398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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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402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403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404 impetus 1 ['impitəs] n.动力；促进；冲力
405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406 incorporate 1 [in'kɔ:pəreit, in'kɔ:pərət] vt.包含，吸收；体现；把……合并 vi.合并；混合；组成公司 adj.合并的；一体化的；组成公
388

司的

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40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409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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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1 instability 1 [,instə'biləti] n.不稳定（性）；基础薄弱；不安定
412 insurgencies 1 英 [ɪn'sɜːdʒənsi] 美 [ɪn'sɜːrdʒənsi] n. 起义；暴动；叛乱
413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14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415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416 islanders 1 n. 岛民（islander的复数形式）；居住在岛上的人
417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418 isotope 1 ['aisəutəup] n.同位素
419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420 Johannesburg 1 [dʒəu'hænisbə:g] n.约翰尼斯堡（位于南非东北部）
421 journalist 1 ['dʒə:nəlist] n.新闻工作者；报人；记日志者
422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23 ke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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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07
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425 lake 1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426 landlocked 1 ['lændlɔkt] adj.为陆地所包围的
427 lane 1 [lein] n.小巷；[航][水运]航线；车道；罚球区 n.(Lane)人名；(英、俄)莱恩；(老)兰；(德、法、意、葡、塞、瑞典)拉内
428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429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430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431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4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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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2

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lead

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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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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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6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437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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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9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440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441 loc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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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2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443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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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3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445

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446

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mahamat 1 穆罕默德
448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447
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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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1 materialize 1 [mə'tiəriəlaiz] vt.使具体化，使有形；使突然出现；使重物质而轻精神 vi.实现，成形；突然出现
452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453 maximum 1 ['mæksiməm] n.[数]极大，最大限度；最大量 adj.最高的；最多的；最大极限的
454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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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6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457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458 melting 1 ['meltiŋ] adj.融化的；溶解的；动人的；感伤的 v.融化（melt的ing形式）
459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460 metric 1 ['metrik] adj.公制的；米制的；公尺的 n.度量标准
461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462 minimize 1 ['minimaiz] vt.使减到最少；小看，极度轻视 vi.最小化
463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64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449
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466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467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465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ysterious 1 [mi'stiəriəs] adj.神秘的；不可思议的；难解的
469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470 Nebraska 1 [ni'bræskə] n.内布拉斯加州
471 neighbors 1 ['neɪbɔː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472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473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474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4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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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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6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477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478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479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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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1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482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483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484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485 oppression 1 [ə'preʃən] n.压抑；镇压；压迫手段；沉闷；苦恼
486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487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88 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489 outbreaks 1 暴发
490 outrun 1 [,aut'rʌn] vt.超过；跑得比…快；从…逃脱
491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492 pace 1 n.一步；步速；步伐；速度 vi.踱步；缓慢而行 vt.踱步于；用步测 n.(Pace)人名；(捷)帕采；(英)佩斯；(法)帕斯；(罗)帕
475

切

paleontologist 1 [,peiliɔn'tɔlədʒist] n.古生物学者
494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495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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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3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ssenger 1 ['pæsindʒə] n.旅客；乘客；过路人；碍手碍脚的人
498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499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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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1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502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503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497

特；(法)普朗
504

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plants

platform 1 ['plætfɔ:m] n.平台；月台，站台；坛；讲台
506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507 pop 1 [pɔp] n.流行音乐；汽水；砰然声；枪击 vi.突然出现；爆开；射击；瞪大；发出爆裂声 vt.取出；开枪打；抛出；突然伸
505

出；突然行动 adj.流行的；通俗的；热门的 adv.突然；砰地 abbr.邮局协议（postofficeprotocol） n.(Pop)人名；(罗、捷、塞)波
普
508

1 ['pɔpiŋ] adj.间歇的；凸出的 n.爆音；突然跳出；爆孔；机器舞 v.出现；爆开；敲击；抛出（pop的ing形式） n.
(Popping)人名；(瑞典)波平

popping

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510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511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512 pound 1 [paund] n.英镑；重击，重击声；兽栏；拘留所 vt.捣烂；敲打；监禁，拘留 vi.连续重击，猛击 n.(Pound)人名；(英)庞德
513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514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515 prefer 1 [pri'fə:] vt.更喜欢；宁愿；提出；提升 vi.喜欢；愿意
516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517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5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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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519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518

的

propose 1 [prəu'pəuz] vt.建议；打算，计划；求婚 vi.建议；求婚；打算
521 prosper 1 ['prɔspə] vi.繁荣，昌盛；成功 vt.使……成功；使……昌盛；使……繁荣 n.(Prosp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罗、法)普罗斯珀
522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523 pump 1 [pʌmp] vt.打气；用抽水机抽… n.泵，抽水机；打气筒 vi.抽水 n.(Pump)人名；(捷)蓬普；(英)庞普
524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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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26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527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528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529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530 reactors 1 [r'ɪæktəz] 反应器
531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532 reassure 1 [,ri:ə'ʃuə] vt.使…安心，使消除疑虑
53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534 regarded 1 英 [rɪ'ɡɑːd] 美 [rɪ'ɡɑːrd] v. 尊敬；视为；注视；留意；和 ... 有关 n. 关心；尊敬；注意；致意；考虑
535 relationships 1 [rɪ'leɪʃnʃɪps] 关系[式]
536 released 1 [rɪ'liː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537 releasing 1 [rɪ'liːsɪŋ] n.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538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539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540 replacing 1 [rɪ'pleɪsɪn] adj. 更换的；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541 reputation 1 [,repju'teiʃən] n.名声，名誉；声望
542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5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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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544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545 returns 1 [rɪ'tɜːnz] n. 报告；统计表；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.
546 reunited 1 ['riːjuː'naɪtɪd] adj. 团聚的；再结合的；重聚的 动词reun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47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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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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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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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gh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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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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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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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0

名；(英)拉什

ruthless 1 ['ru:θlis] adj.无情的，残忍的
554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555 safer 1 ['seɪfər] adj.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.
556 Sahel 1 [sɑ:'hel] n.荒漠草原；[气象]萨赫尔风（摩洛哥沙漠尘风） n.(Sahel)人名；(阿拉伯)萨赫勒；(索)萨赫勒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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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3

拉伯)赛义德

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559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560 schedule 1 ['ʃədju:əl, -dʒu:əl, 'skedʒu:əl, -dʒuəl] vt.安排，计划；编制目录；将……列入计划表 n.时间表；计划表；一览表
561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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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563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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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62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566 seeped 1 [siːp] v. 渗出；渗漏 n. 渗漏；小泉；水坑
567 seizing 1 ['si:ziŋ] n.抓；夺；捆绑 v.抓住；利用（seize的ing形式）；理解
568 selected 1 [si'lektid] adj.挑选出来的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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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0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571 shockwaves 1 车流波
572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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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65

肖

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575 Singapore 1 [,siŋgə'pɔ:] n.新加坡
576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574
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578 sixth 1 [siksθ] n.月的第六日，（与the连用的）第六个；六分之一 adj.（与the连用）第六的，第六个的；六分之一的
579 sneaker 1 ['sni:kə] n.运动鞋；卑鄙者；鬼鬼祟祟做事的人
580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577

(姓)；(越)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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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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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584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585 speeds 1 [spiːd] n. 速度；迅速 v. 加速；急行
586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587 split 1 [split] vt.分离；使分离；劈开；离开；分解 vi.离开；被劈开；断绝关系 n.劈开；裂缝 adj.劈开的
588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589 standard 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581

(德)施坦达德

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91 starting 1 ['stɑːt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592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593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5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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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5 stays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596 steady 1 ['stedi] adj.稳定的；不变的；沉着的 vi.稳固 vt.使稳定；稳固；使坚定 adv.稳定地；稳固地 n.关系固定的情侣；固定支
590

架

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598 stepped 1 [stept] v.踏；行走（st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99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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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7
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601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602 strait 1 [streit] adj.狭窄的；苦恼的 n.海峡；困境 n.(Strai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603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604 strictly 1 ['striktli] adv.严格地；完全地；确实地
600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strictness 1 ['striktnis] n.严格；严密；严重
606 stride 1 [straid] n.大步；步幅；进展 vt.跨过；大踏步走过；跨坐在… vi.跨；跨过；大步行走
607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608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609 stutz 1 n.(Stutz)人名；(英、德)施图茨
610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611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612 supervision 1 [,sju:pə'viʒən] n.监督，管理
6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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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4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615 swept 1 [swept] v.扫除（sw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扫频的
616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617 tactician 1 [tæk'tiʃən] n.战术家；谋士
618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619 takeover 1 ['teik,əuvə] n.接管；验收
620 takeovers 1 n. 收购（takeover的复数）
621 tanks 1 [tæks] n. 坦克 名词tank的复数形式.
622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ːr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623 tentatively 1 ['tentətivli] adv.暂时地；试验性地
6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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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5 terror 1 ['terə] n.恐怖；恐怖行动；恐怖时期；可怕的人 n.(Terror)人名；(南非)特罗尔
626 terrorist 1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627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628 Thailand 1 ['tailænd; -lənd] n.泰国（东南亚国家名）
629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630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631 theory 1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632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633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63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635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6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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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638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605

陶奇

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640 tourist 1 ['tuərist] n.旅行者，观光客 adj.旅游的 vt.在旅行参观 vi.旅游；观光 adv.坐旅游车厢；坐经济舱
641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42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643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44 translated 1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6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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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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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47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648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6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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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9

的复数形式
650

tritium

1 ['tritiəm, 'triʃi-] n.[核]氚；超重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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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52 troop 1 [tru:p] n.军队；组；群；多数 vi.群集；成群而行；结队 vt.把（骑兵）编成骑兵连
653 troops 1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654 tsunami 1 [tsu'nɑ:mi] n.海啸
655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656 tunnels 1 ['tʌnl] n. 隧道；地道；洞穴 v. 挖地道；挖隧道
657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658 tweeted 1 [twiːt] n. 小鸟的啁啾声；(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)微博 v. 小鸟鸣叫；在Twitter上发微博
659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660 tyrannosaurus 1 [tai,rænə'sɔ:rəs] n.暴龙
661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62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663 uprisings 1 n.起义，暴动( uprising的名词复数 )
6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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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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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6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667 vacuum 1 ['vækjuəm] n.真空；空间；真空吸尘器 adj.真空的；利用真空的；产生真空的 vt.用真空吸尘器清扫
668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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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9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6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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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1 visualize 1 ['vizjuəlaiz] vt.形象，形象化；想像，设想 vi.显现
672 voiced 1 [vɔist] adj.浊音的；有声的 v.表达（vo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说出
673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674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675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676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6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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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78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651

的；荒芜的

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80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68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682 welfare 1 ['welfεə] n.福利；幸福；福利事业；安宁 adj.福利的；接受社会救济的
6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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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7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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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5 w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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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6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687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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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9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90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684
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692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6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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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94 wreck 1 [rek] n.破坏；失事；残骸；失去健康的人 vt.破坏；使失事；拆毁 vi.失事；营救失事船只
6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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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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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96

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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