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5-05 词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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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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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4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5 accordi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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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符合；使适合

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7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8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9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10 aggressively 1 [ə'gresivli] adv.侵略地；攻击地；有闯劲地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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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13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4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5 amazon 1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16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17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18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19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0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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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and 2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3 annexation 1 [,ænek'seiʃən] n.合并；附加物
24 annexed 2 [ə'nekst] [法] 附加的, 附属的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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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r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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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28 armada 1 [ɑ:'mɑ:də] n.（西班牙的）无敌舰队
29 armed 1 [ɑ:md] adj.武装的；有扶手的；有防卫器官的（指动物） n.(Armed)人名；(科摩)阿米德
30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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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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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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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tracting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34 available 2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35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36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37 azov 3 ['a:zɔf; 'a:zɔv] n.亚速海
38 back 3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3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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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e 1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40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41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2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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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44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45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46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47 beneath 1 [bi'ni:θ] prep.在…之下 adv.在下方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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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变得较好
43
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50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51 black 5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49
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blocking 1 ['blɔkiŋ] n.阻塞；封闭；大块 v.阻塞（block的ing形式）
53 boat 2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54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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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 Borders 2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57 bridge 4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58 Bridges 1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59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60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61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62 but 8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63 by 8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64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65 can 6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52

的）食品罐头

captain 1 ['kæptin] n.队长，首领；船长；上尉；海军上校 vt.指挥；率领
6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68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69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70 challenged 1 ['tʃælindʒid] adj.受到挑战的
71 chance 2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66

钱斯

chewy 1 adj.柔软而会黏着的；难嚼的；有嚼劲的
73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74 clash 1 [klæʃ] n.冲突，不协调；碰撞声，铿锵声 vi.冲突，抵触；砰地相碰撞，发出铿锵声 vt.使碰撞作声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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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清除；
72
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7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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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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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loser 2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78 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79 co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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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 coastal 2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81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82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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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

梅

commander 1 [kə'mɑ:ndə] n.指挥官；司令官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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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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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mpanies 4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87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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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89 confirm 1 [kən'fə:m] vt.确认；确定；证实；批准；使巩固
90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91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92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93 corridor 1 n.走廊
94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95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96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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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乡村音乐
86

的

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99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00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101 Crimea 6 [krai'miə] n.克里米亚；克里米亚半岛
102 Crimean 1 [krai'miən] adj.克里米亚半岛的
103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104 cross 2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105 crossing 1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106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98

特

dad 1 [dæd] n.爸爸；爹爹 n.(Dad)人名；(孟、巴基、阿富)达德；(泰)达
108 deck 1 [dek] n.甲板；行李仓；露天平台 vt.装饰；装甲板；打扮 n.(De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德克
109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110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111 deloitte 1 n. 德勤（会计事务所名）
112 destroyer 1 [di'strɔiə] n.驱逐舰；破坏者；起破坏作用的事物
113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114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115 disputed 1 [dɪsp'juːtɪd] adj. 争议 动词disp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16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117 distribution 1 n.分布；分配；供应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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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9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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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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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minated 1 ['dɒmɪneɪtɪd] adj. 受控的 动词d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21 d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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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22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123 economy 2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124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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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6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127 entry 2 ['entri] n.进入；入口；条目；登记；报关手续；对土地的侵占
128 escalating 1 ['eskəleɪt] vt. 升级 vi. 升高；逐步升级
12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30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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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

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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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

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133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134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135 exercises 1 ['eksəsaiz] n.练习题，演习；运动
136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37 extraordinary 1 adj.非凡的；特别的；离奇的；特派的
138 factories 3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139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132
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141 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142 Fessenden 1 n.(Fessenden)人名；(英)费森登
143 fiel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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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40
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145 filling 2 ['filiŋ] n.填充；填料 v.填满；遍及（fill的ing形式） n.(Filling)人名；(瑞典)菲林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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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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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8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149 first 2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144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151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52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53 forces 3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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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0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56 functioned 1 ['fʌŋkʃn] n. 职务；功能；函数；重大聚会；应变量，有相关关系者；取决于 vi. 运行；起作用
157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158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59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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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1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162 glimpse 1 [glimps] n.一瞥，一看 vi.瞥见 vt.瞥见
163 go 2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155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165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166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67 Greece 1 希腊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168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169 guard 3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170 had 1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171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72 harassed 1 ['hærəst, hə'ræst] adj.疲倦的；厌烦的
173 has 3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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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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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176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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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178 hel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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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

普

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80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181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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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183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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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186 hopefully 3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187 horizon 1 [hə'raizən] n.[天]地平线；视野；眼界；范围
188 hu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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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190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191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192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193 in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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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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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195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196 increased 1 [ɪn'kriː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97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198 independence 1 [,indi'pendəns] n.独立性，自立性；自主
199 institute 2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200 interception 1 [,intə'sepʃən] n.拦截，截住；截断，截取；侦听，窃听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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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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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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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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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06 jet 1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207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205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bs 5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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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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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12 kremlin 1 ['kremlin] n.克里姆林宫（前苏联政府） adj.克里姆林宫的；前苏联政府的
213 kwai 1 [k'waɪ] n. 元(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单)
214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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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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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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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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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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218 la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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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17

(英、缅、柬)劳
2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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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eaders 1 [liː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221 le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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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2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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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 level 3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220

名；(法)勒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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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6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227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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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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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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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29
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lows 1 英 [ləʊz] 美 [loʊz] n. 低频 名词low的复数形式.
232 machinists 1 Unio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and Aerospace Workers 机师和宇航工人国际协会
233 Madison 1 ['mædisən] n.麦迪逊（姓氏）；麦迪逊（美国城市）
234 majors 1 英 ['meɪdʒə(r)] 美 ['meɪdʒər] adj. 较多的；主要的；严重的；(音乐)大调的 n. 成年人；主修（科目）；陆军少校；举足轻重
231

者 v. 主修
23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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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

ma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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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7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238 manufacturing 6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239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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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

威；进行曲

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242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243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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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5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46 message 2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247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248 military 2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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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0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251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252 missiles 1 ['mɪsaɪlz] 导弹
253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254 mistakenly 1 [mi'steikənli] adv.错误地；曲解地，被误解地
255 Moldova 1 [mɔl'dɔ:və] n.摩尔多瓦（罗马尼亚一地区）
256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257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2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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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

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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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more

Moscow 2 ['mɔskəu] n.莫斯科（俄罗斯首都）
260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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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59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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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3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264 nautical 1 ['nɔ:tikəl] adj.航海的，海上的；船员的
265 naval 5 ['neivəl] adj.海军的；军舰的 n.(Naval)人名；(西、德、印)纳瓦尔
266 navy 1 ['neivi] n.海军 深蓝色的
267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268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269 needed 3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70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27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272 Newton 1 ['nju:tən] n.牛顿（英国科学家）；牛顿（力的单位）
273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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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276 nursing 1 ['nə:siŋ] n.护理；看护；养育 v.看护；养育（nurse的ing形式）
277 Obama 1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278 objective 1 [əb'dʒektiv, ɔb-] adj.客观的；目标的；宾格的 n.目的；目标；[光]物镜；宾格
279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280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281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282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283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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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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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 one 3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287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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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8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289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290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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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1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29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29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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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

灭；驱逐

outreach 1 ['autri:tʃ, ,aut'ri:tʃ] vt.超越，伸出；超出…的范围 vi.拓广，延伸 n.延伸，拓广；扩大服务范围 adj.扩大服务的
296 outsourced 1 业务外包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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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95

西、土)奥韦尔

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299 par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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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8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3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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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德、俄)帕斯

pa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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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trol 2 [pə'trəul] n.巡逻；巡逻队；侦察队 vt.巡逻；巡查 vi.巡逻；巡查
302 patrols 1 英 [pə'trəʊl] 美 [pə'troʊl] n. 巡逻；巡查 v. 巡逻；巡查
303 pedestrian 1 [pi'destriən] adj.徒步的；缺乏想像力的 n.行人；步行者
304 peninsula 2 [pi'ninsjulə] n.半岛
305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06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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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301
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platform 1 ['plætfɔ:m] n.平台；月台，站台；坛；讲台
310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311 please 1 [pli:z] vt.使喜欢；使高兴，使满意 vi.讨人喜欢；令人高兴 int.请（礼貌用语）
312 pocket 1 ['pɔkit] n.口袋；钱；容器 vt.隐藏；忍受；将…放入衣袋 vi.形成袋或囊 adj.小型的，袖珍的；金钱上的
313 Poland 1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314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315 port 1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309
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Portugal 1 ['pɔ:tjugəl] n.葡萄牙（欧洲西南部国家）
317 positions 3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318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319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320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321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322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323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324 proceeding 1 [prəu'si:diŋ] n.进行；程序；诉讼；事项 v.开始；继续做；行进（proceed的ing形式）
325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326 psychology 1 [psai'kɔlədʒi] n.心理学；心理状态
327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328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329 Putin 2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330 queue 1 [kju:] n.队列；长队；辫子 vi.排队；排队等候 vt.将…梳成辫子；使…排队
331 radio 1 ['reidiəu] n.收音机；无线电广播设备 vi.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.用无线电发送 n.(Radio)人名；(西)拉迪奥
332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333 rammed 1 ['ræmd] adj. 撞击的；塞进的 动词ra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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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5 ratcheting 1 ['rætʃɪtɪŋ] n. 棘轮效应 动词ratchet的现在分词.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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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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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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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

尔

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340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341 recognize 2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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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9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deploying 1 [ˌriːdɪ'plɔɪ] v. 调动；重新配置
344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345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343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346

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rejects 1 [rɪd'ʒekts] 尾矿,选矿废渣
348 reminding 1 [rɪ'maɪnd] vt. 使想起；提醒
349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350 require 2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351 responds 1 英 [rɪ'spɒnd] 美 [rɪ'spɑːnd] v. 回答；响应；反应；反应灵敏；反响 n. [建]壁联；[宗]应唱圣歌
352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353 rickety 1 ['rikəti] adj.摇晃的；虚弱的；患佝偻病的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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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47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ver 2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356 roaring 1 ['rɔ:riŋ] adj.喧闹的；兴胜的；狂风暴雨的 n.咆哮；怒吼；吼声 v.怒吼（uproar的现在分词）
357 robotic 1 [rəu'bɔtik] adj.机器人的，像机器人的；自动的 n.机器人学
358 robots 2 ['rəʊbɒts] 机器人
359 rough 1 [rʌf] adj.粗糙的；粗略的；粗野的；艰苦的；未经加工的 vt.使粗糙；粗暴对待；草拟 n.艰苦；高低不平的地面；未经
355

加工的材料；粗糙的部分 vi.举止粗野 adv.粗糙地；粗略地；粗暴地 n.(Rough)人名；(英)拉夫

routine 1 [ru:'ti:n] n.[计]程序；日常工作；例行公事 adj.日常的；例行的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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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0

名；(英)拉什

Russia 12 ['rʌʃə] n.俄罗斯
363 Russian 1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364 Russians 2 n. 俄罗斯人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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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6 said 2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362

拉伯)赛义德

sailor 1 ['seilə] n.水手，海员；乘船者 n.(Sailor)人名；(英)赛勒
368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369 say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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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67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6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371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372 sea 10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373 seas 3 [siː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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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70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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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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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77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378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379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80 shifting 1 [ʃɪftɪŋ] n. 转移 adj. 不断改换的 动词shift的现在分词.
381 shi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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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82 ships 2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383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384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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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75

肖

shutdowns 1 n.关闭，倒闭( shutdown的名词复数 )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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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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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gnificantly 1 adv.显著地；相当数量地
389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390 so 2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391 solutions 1 [sə'luːʃnz] n. 解答
392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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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8

>稍微

something 1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394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395 soviet 1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396 spies 1 [spaɪ] n. 间谍；侦探；侦察 v. 侦探；监视；看到；找出
397 spilled 1 [spɪl] v. 溢出；洒；使 ... 流出；泄漏 n. 溢出；流；木片；小杆
398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399 steer 1 [stiə] vt.控制，引导；驾驶 vi.驾驶，掌舵；行驶 n.阉牛 n.(Steer)人名；(英)斯蒂尔；(德、匈)施特尔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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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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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403 strategic 1 [strə'ti:dʒik] adj.战略上的，战略的
404 strategically 1 [strə'ti:dʒikəli] adv.战略性地；战略上
405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406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407 subscribe 1 [səb'skraib] vi.订阅；捐款；认购；赞成；签署 vt.签署；赞成；捐助
408 suit 1 vt.适合；使适应 n.诉讼；恳求；套装，西装；一套外衣 vi.合适；相称
409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410 suspense 1 [sə'spens] n.悬念；悬疑；焦虑；悬而不决
411 suspension 1 [sə'spenʃən] n.悬浮；暂停；停职
41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413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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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1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415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416 tensions 4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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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8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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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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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421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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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2 the 6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423 their 1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424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425 there 1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26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427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28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429 thi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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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0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431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432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4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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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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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3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435

to

34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437 too 3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438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439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440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441 traversed 1 英 [trə'vɜːs] 美 [trə'vɜːrs] n. 横贯；横木 v. 横贯；穿越；详细讨论；阻止；否认；【计】遍历
44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443 troops 1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444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445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446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447 tugboat 1 ['tʌgbəut] n.拖船（等于towboat或tug）
448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449 Ukraine 12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450 Ukrainian 8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451 ukrainians 1 乌克兰人
452 unemployment 1 [,ʌnim'plɔimənt] n.失业；失业率；失业人数
453 unfilled 1 [ʌn'fɪld] adj. 空的；未填充的
454 unidentified 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455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456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457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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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8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59 us 2 pron.我们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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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1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462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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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4 vessels 2 ['vesəlz] n. 容器；船只；血管 名词vessel的复数形式.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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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6 Vladimir 1 ['vlædimə] n.弗拉基米尔（古罗斯弗拉基米尔-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）
467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468 vo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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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9 voted 1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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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1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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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2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473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474 warehouse 1 ['wεəhaus, 'wεəhauz, -haus] n.仓库；货栈；大商店 vt.储入仓库；以他人名义购进（股票）
475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436
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warned 1 英 [wɔːn] 美 [wɔː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477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4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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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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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9 Waters 2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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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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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2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483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484 welders 1 电焊工人
485 welding 1 ['weldiŋ] adj.焊接的 n.焊接 v.焊接；锻接（weld的ing形式）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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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78

韦尔

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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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9 what 4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490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491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492 whi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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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3 whistling 1 ['hwisliŋ] n.吹哨，吹笛；鸣汽笛 adj.发出哨声的；听起来像哨声的 v.鸣汽笛（whistle的ing形式）
49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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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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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7 witness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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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8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99 wooden 1 ['wudən] adj.木制的；僵硬的，呆板的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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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7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rs 4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50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03 wors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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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1
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05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06 you 1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07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504

(英、葡)扬

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509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510 YouTube 1 英 ['juːtjuːb] 美 ['juːt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5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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