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5-07 词频表
the 5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of 4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 to 4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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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and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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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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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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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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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ha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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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9 our 16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0 i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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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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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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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female 13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3 unidentified 1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14 with 1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15 Taylor 12 ['teilə] n.泰勒
16 they 1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7 On 11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11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hav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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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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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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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1 girls 9 ['ɡɜːl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22 has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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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really 9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24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5 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26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7 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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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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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cnn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30 lik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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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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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3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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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35 cases 6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36 numb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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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righ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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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2

人名；(英)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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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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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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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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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ve 6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42 what 6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43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4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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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46 hel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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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

普

her 5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48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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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since 5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50 teens 5 ['ti:nz] n.十多岁，十几岁；青少年
51 things 5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2 workshop 5 ['wə:kʃɔp] n.车间；研讨会；工场；讲习班
53 before 4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54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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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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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end 4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56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57 fro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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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 girl 4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59 ju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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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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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61 m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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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or 4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63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64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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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she 4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60

·威妥玛)
66

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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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稍微

song 4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68 today 4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69 wa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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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71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72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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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74 always 3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75 angeles 3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76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7 college 3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78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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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hero 3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80 inaudible 3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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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dia 3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82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83 l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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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la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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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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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

Los

3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87 nation 3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88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89 olympics 3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90 online 3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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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

灭；驱逐

Paris 3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93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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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ositive 3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95 recorded 3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96 said 3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拉
94

伯)赛义德

school 3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98 seco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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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97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truggling 3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100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101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102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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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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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9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riting 3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105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106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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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
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09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10 alums 2 ['æləmz] n. 矾类 n. 女校友；女毕业生 名词alum的复数形式.
111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112 anything 2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113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14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115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16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17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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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08

匈)博特
118

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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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120 certai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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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 challenges 2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1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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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123 clack 2 [klæk] vi.噼啪响；唠唠叨叨讲 n.噼啪响；哔剥声 n.(Clack)人名；(英、意、瑞典)克拉克
124 click 2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125 clip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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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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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ommunities 2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127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28 daily 2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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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6

土)达伊

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131 developed 2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132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33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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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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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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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138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139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40 everyone 2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41 exciting 2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142 expanded 2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143 five 2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144 fo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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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36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resh 2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14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47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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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8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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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45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50 had 2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151 headlines 2 ['hedlaɪn] n. 大字标题；新闻提要；头条新闻 v. 加标题于；宣扬；作主角
152 helped 2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153 hi 2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154 Hilton 2 ['hiltən] n.希尔顿（姓氏）；希尔顿集团（主营酒店和香烟等）
155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156 hope 2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157 hosted 2 英 [həʊst] 美 [hoʊst] n. 主人；主持人；主办方；大量；寄主；主机 v. 主办；主持；做东
158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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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9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sn 2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161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62 japan 2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163 keren 2 n. 克伦
164 largest 2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165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1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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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167 menu 2 ['menju:, mə'nju:] n.菜单 饭菜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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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66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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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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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172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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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69

西、土)奥韦尔

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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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175 placid 2 ['plæsid] adj.平静的；温和的；沉着的
176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177 programs 2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178 recor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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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180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181 reward 2 [ri'wɔ:d] n.[劳经]报酬；报答；酬谢 vt.[劳经]奖励；奖赏
182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183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184 singing 2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185 state 2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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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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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ummer 2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188 supplies 2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189 thank 2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190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191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192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193 Thursday 2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194 try 2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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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87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twice 2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197 us 2 pron.我们
198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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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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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202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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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write 2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204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205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206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207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208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09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1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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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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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2 aired 1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213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214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215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210
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amanda 1 [ə'mændə] n.阿曼达（女子名）
217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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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9 anxiety 1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220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221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222 Atlanta 1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223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224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216

间色

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226 awesome 1 [英['ɔː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227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228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22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230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231 beef 1 [bi:f] n.牛肉；肌肉；食用牛；牢骚 vi.抱怨，告发；发牢骚 vt.养；加强
232 belong 1 [bi'lɔŋ] vi.属于，应归入；居住；适宜；应被放置
233 beloved 1 [bi'lʌvid, -'lʌvd] adj.心爱的；挚爱的 n.心爱的人；亲爱的教友
234 bet 1 [bet] n.打赌，赌注；被打赌的事物 vt.打赌；敢断定，确信 vi.打赌 n.(Bet)人名；(意、以、瑞典、英)贝特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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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
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237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238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239 bone 1 [英[bəʊn] 美[bon]] n.骨；骨骼 vt.剔去...的骨；施骨肥于 vi.苦学；专心致志 n.(Bone)人名；(英)博恩；(法、西、罗、塞)博
236

内；(老)奔

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241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242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243 Brussels 1 ['brʌslz] n.布鲁塞尔（比利时首都）
244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245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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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cake 1 [keik] n.蛋糕；块状物；利益总额 vt.使结块 vi.结成块状 n.(Cake)人名；(英)凯克；(塞)察凯
247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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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 called 1 [kɔː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250 calls 1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251 canine 1 ['keinain] adj.犬的；犬齿的；犬科的；似犬的 n.犬；[解剖]犬齿 n.(Canine)人名；(英)卡奈因
252 carrots 1 ['kærəts] n. 胡萝卜 名词carrot的复数形式.
253 celebration 1 [,seli'breiʃən] n.庆典，庆祝会；庆祝；颂扬
254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2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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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256 chow 1 [tʃau] n.食物；中国狗（体壮，有褐或黑色厚毛，舌为深蓝色） vi.吃 n.(Chow)人名；(英、塞舌)乔；(缅)雀；(中)周(普通
255

话·威妥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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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257

close

258

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259

come

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
梅

comedy 1 [英['kɒmɪdɪ] 美['kɑmədi]] n.喜剧；喜剧性；有趣的事情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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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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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3 completing 1 [kəm'pliːt] adj. 完整的；完成的；彻底的 vt. 完成；使完美；使圆满；填（表格等）
264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265 confidence 1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266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267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268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260
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70 corona 1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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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

乐的

cream 1 [kri:m] n.奶油，乳脂；精华；面霜；乳酪
273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274 declined 1 [dɪ'klaɪn] v. 下降；减少；变弱；拒绝；倾斜 n. 衰微；跌落；晚年
275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276 delicacies 1 ['delɪkəsɪz] n. 佳肴；精美；雅致 名词delicacy的复数形式.
277 delivered 1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78 democracy 1 [di'mɔkrəsi] n.民主，民主主义；民主政治
279 depression 1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280 desire 1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281 devised 1 [dɪ'vaɪz] vt. 设计；发明；遗赠
28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283 dining 1 [dainiŋ] n.吃饭，进餐 v.吃饭（dine的现在分词）
284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285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286 doggy 1 ['dɔgi] adj.像狗的；时髦的；装阔气的 n.小狗；幼犬
287 dogs 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288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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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2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290

1 ['duːdl] v. 乱写；乱画；信手涂鸦 n. 乱写；乱画 Doodle n. 谷歌涂鸦（搜索引擎谷歌Google于节日和其他纪念日在主页
上展示的定制版谷歌图标）

doodles

drama 1 ['drɑ:mə, dræmə] n.戏剧，戏剧艺术；剧本；戏剧性事件 n.(Drama)人名；(刚(金))德拉马
292 dr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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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291

推进力；快车道

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294 earl 1 [ə:l] n.（英）伯爵 n.(Earl)人名；(英、挪)厄尔；
295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296 ed 1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2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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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298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299 embody 1 [im'bɔdi] vt.体现，使具体化；具体表达 n.(Embody)人名；(英)恩博迪
300 enjoyed 1 [ɪn'dʒɔɪd] v. 享受，喜欢（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01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302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303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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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5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306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307 exposed 1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308 extending 1 [ɪk'stendɪŋ] n. 伸长 动词extend的现在分词.
309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310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311 fake 1 [feik] n.假货；骗子；假动作 vt.捏造；假装…的样子 vi.假装；做假动作 adj.伪造的 n.(Fake)人名；(英)费克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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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3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314 fearless 1 ['fiəlis] adj.无畏的；大胆的
315 features 1 ['fiː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316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297

触摸
317

fell

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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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9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320 fiction 1 ['fikʃən] n.小说；虚构，编造；谎言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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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2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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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4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325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
318

菲内；(英)法恩

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327 flowed 1 英 [fləʊ] 美 [floʊ] n. 流动；涨潮；流；流量 vi. 流动；涌出；飘动；流畅 vt. 淹没
328 forge 1 [fɔ:dʒ] n.熔炉，锻铁炉；铁工厂 vi.伪造；做锻工；前进 vt.伪造；锻造；前进 n.(Forge)人名；(德)福格；(法)福尔热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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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331 found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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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32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333 fraction 1 ['frækʃən] n.分数；部分；小部分；稍微
334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335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336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337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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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9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340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341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3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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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343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344 Gorman 1 n. 戈尔曼
345 gourmet 1 ['guəmei] n.美食家 菜肴精美的
346 graduate 1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
342

的

graduation 1 [grædju'eiʃən, -dʒu-] n.毕业；毕业典礼；刻度，分度；分等级
348 grandma 1 ['grændmɑ:] n.奶奶；外婆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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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0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351 greyhound 1 ['greihaund] n.灰狗（一种猎犬）；快速船
352 griffon 1 ['grifən] n.（希腊）半狮半鹫的怪兽；兀鹫 n.(Griffon)人名；(法、瑞典)格里丰
353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354 handle 1 ['hændl] n.[建]把手；柄；手感；口实 vt.处理；操作；运用；买卖；触摸 vi.搬运；易于操纵
355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356 headline 1 ['hedlain] n.大标题；内容提要；栏外标题；头版头条新闻 vt.给…加标题；使成为注意中心；大力宣传
35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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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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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47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hello 1 [he'ləu, hə-] int.喂；哈罗 n.表示问候，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.(Hello)人名；(法)埃洛
361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362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363 heroes 1 n. 英雄们 名词hero的复数形式.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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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0

名；(英)海伊

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366 hotels 1 霍特尔斯
367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368 hungry 1 ['hʌŋgri] adj.饥饿的；渴望的；荒年的；不毛的
369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370 ifs 1 可安装文件系统
371 immunity 1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372 impacted 1 [im'pæktid] adj.压紧的；结实的；嵌入的；（人口）稠密的 v.装紧；挤满（impact的过去分词）
373 inauguration 1 [i,nɔ:gju'reiʃən] n.就职典礼；开始，开创；开幕式
374 incarcerated 1 [ɪn'kaːsəreɪtɪd] adj. 钳闭的；被禁闭的 动词incarc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75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376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377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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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9 introduce 1 [,intrə'dju:s] vt.介绍；引进；提出；采用
380 Ireland 1 ['aiəland] n.爱尔兰
381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382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383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384 journalism 1 ['dʒə:nəlizəm] n.新闻业，新闻工作；报章杂志
385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386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365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lawyers 1 ['lɔːjəz] 律师
388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389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390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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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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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7
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393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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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ine

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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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5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396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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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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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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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8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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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00
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lyrics 1 ['lɪrɪks] n. 抒情诗；歌词
403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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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

威；进行曲

mask 1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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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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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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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09 mentors 1 英 ['mentɔː(r)] 美 ['mentɔːr] n. 指导者 v. 指导
410 microphone 1 ['maikrəfəun] n.扩音器，麦克风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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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2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41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41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415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416 ms 1 abbr.毫秒（millisecond）；手稿（manuscript）；女士（Ms.）；蒙塞拉特岛（Montserrat）；微软公司（Microsoft）；军标
405

（MilitaryStandar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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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8 Mumbai 1 [mʌm'bai] n.孟买（印度城市）
419 mutt 1 [mʌt] n.杂种狗；笨蛋
420 mutton 1 n.羊肉
421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417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423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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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5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42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427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428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4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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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icely 1 ['naisli] adv.漂亮地；恰好地；精细地 n.(Nicely)人名；(英)奈斯利
430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431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432 norms 1 [nɔːms] n. 规范 名词norm的复数形式.
433 noses 1 英 [nəʊzɪz] 美 [noʊzɪz] n. 鼻子 名词nose的复数形式.
434 notions 1 ['nəʊʃnz] n. <美>缝纫用的杂货；观念；概念；突然的想法；主张（名词notion的复数形式）
435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436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37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438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43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440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441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442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443 peaked 1 [pi:kt] adj.尖的；消瘦的；有遮檐的 v.到达高点，消瘦，竖起（pea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444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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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6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447 pet 1 [pet] n.宠物；生气；受宠爱的人 vt.宠爱 vi.生气；爱抚 adj.宠爱的 n.(Pet)人名；(俄)佩特；(柬)贝
448 pets 1 abbr.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（=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） n. 宠物（pet的复数形式）
449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450 phd 1 [,pi:eitʃ'di:] abbr.哲学博士学位（DoctorofPhilosophy）
451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452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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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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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leased 1 [pli:zd] adj.高兴的；喜欢的；乐意做某事 v.满意；愿意（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455 poetry 1 ['pəuitri] n.诗；诗意，诗情；诗歌艺术
456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457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458 pork 1 [pɔ:k] n.猪肉 vt.与女子性交 n.(Pork)人名；(俄)波尔克
459 portion 1 ['pɔ:ʃən, 'pəu-] n.部分；一份；命运 vt.分配；给…嫁妆
460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461 probation 1 [prəu'beiʃən] n.试用；缓刑；查验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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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54
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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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4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465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463

程式

programming 1 ['prəugræmiŋ, -grə-] n.设计，规划；编制程序，[计]程序编制
4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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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8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469 quiet 1 adj.安静的；安定的；不动的；温顺的 n.安静；和平 vt.使平息；安慰 vi.平静下来
470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471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472 readings 1 n. 读物 名词reading的复数形式.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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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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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

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475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476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77 regard 1 [ri'gɑ:d, ri:-] n.注意；尊重；问候；凝视 vt.注重，考虑；看待；尊敬；把…看作；与…有关 vi.注意，注重；注视 n.
474

(Regard)人名；(西、意)雷加德；(法)勒加尔

represented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479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480 restaurant 1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481 restaurants 1 餐馆
482 roast 1 vt.烤，焙；烘，烘烤；暴露于某种热力下以得温暖；嘲笑，吐槽 vi.烤；烘 adj.烘烤的；烤过的 n.烤肉；烘烤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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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8

名；(英)拉什
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484

sales

485

salt

486

same

1 [sɔ:lt] n.盐；风趣，刺激性 adj.咸水的；含盐的，咸味的；盐腌的；猥亵的 vt.用盐腌；给…加盐；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
雪融化 n.(Salt)人名；(西)萨尔特；(英)索尔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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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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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8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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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87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490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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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92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93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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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5 shifts 1 [ʃɪft] v. 移动；改变；换挡；字型转换 n. 轮班；变化；移动；计谋；轮班职工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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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89

肖

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498 singer 1 ['siŋə] n.歌手，歌唱家 n.(S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塞、罗、捷、葡、土)辛格；(法)桑热
499 sister 1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500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501 slipping 1 ['slɪpɪŋ] n. 滑动 动词slip的现在分词形式.
502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497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nicker 1 ['snikə] vi.偷笑，窃笑 vt.窃笑着说 n.窃笑 n.(Snicker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斯尼克
504 soaking 1 ['səukiŋ] n.浸湿，浸透 adj.湿透的，极湿的 adv.湿透地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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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 songs 1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507 songwriters 1 n.歌词作者，歌曲的词曲作者( songwriter的名词复数 )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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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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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0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511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503

第三人称单数）

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513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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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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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516 stories 1 [s'tɔː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17 streamlining 1 ['striːmlaɪnɪŋ] n. 流线型化 动词streamline的现在分词形式.
518 striving 1 [straɪvɪŋ] n. 努力；奋斗 动词strive的现在分词.
519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520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521 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522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52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524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525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515

的）售得金额

teen 1 [ti:n] n.青少年（等于teenager）；愤怒；悲哀 adj.十几岁的（等于teenaged）
527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526

拉伯)塔勒

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529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53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31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532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33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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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5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536 tonight 1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537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38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39 transporting 1 ['trænspɔːrt] n. 运输 动词trans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54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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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2 try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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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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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4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545 twin 1 [twin] vt.使成对 n.双胞胎中一人 adj.双胞胎的 vi.成对；生双胞胎 n.(Twin)人名；(英)特温
546 unafraid 1 [ˌʌnə'freɪd] adj. 不怕的；不畏惧的
547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548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49 unstable 1 [,ʌn'steibl] adj.不稳定的；动荡的；易变的
550 unstoppable 1 [,ʌn'stɔpəbl] adj.无法阻碍的；无法停止的（副词unstoppably）
551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52 Utah 1 ['ju:tɑ:] n.美国犹他州
553 vaccinations 1 接种
554 vets 1 [vet] n. 兽医；老兵 vt. 诊疗；审查 vi. 作兽医
555 vibrant 1 ['vaibrənt] adj.振动的；充满生气的；响亮的；战栗的 n.(Vibrant)人名；(德)维布兰特
556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557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558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559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528

示意；卷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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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5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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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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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60

韦尔

wellness 1 ['welnis] n.健康
564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565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66 whippet 1 ['hwipit] n.轻型战车；小灵狗（一种赛狗）
567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56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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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63
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571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572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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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74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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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6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5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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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70

(英、葡)扬
578

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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