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5-17 词汇表
1

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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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ou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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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 accountable 1 [ə'kauntəbl] adj.有责任的；有解释义务的；可解释的
4 accounting 1 n.会计，会计学；账单 v.解释（account的ing形式）；叙述
5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6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7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8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9 administration 2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10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11 advised 1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12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3 against 5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4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15 aired 2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16 alarm 1 n.闹钟；警报，警告器；惊慌 vt.警告；使惊恐
17 all 5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18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9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0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1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2 americans 5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23 amid 1 [ə'mid] prep.在其中，在其间 n.(Amid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阿米德
2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25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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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and 3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8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9 appliances 1 [əp'laɪənsɪz] n. 电气用具 名词appliance的复数形式.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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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2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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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34 asks 1 英 [ɑːsk] 美 [æsk] v. 询问；请求；邀请；要求；开价；期待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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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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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hletes 3 ['æθliːts] 运动员
37 authorized 1 ['ɔ:θəraizd] adj.经授权的；经认可的 v.授权；批准；辩护（authorize的过去分词）
38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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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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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be 1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42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43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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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5 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46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47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48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44

特

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50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49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1

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breakthrough 1 ['breikθru:] n.突破；突破性进展
53 briefing 2 ['bri:fiŋ] n.简报；作战指示 v.概述；作…的摘要（brief的现在分词）
54 broadcasting 1 ['brɔ:d,kɑ:stiŋ, -,kæstiŋ] n.播放；广播节目 v.广播（broadcast的ing形式）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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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57 businesses 2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58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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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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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cabinets 1 ['kæbɪnəts] 内阁
61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62 camp 1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63 can 5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52

的）食品罐头

cancelled 4 ['kænsəld] adj. 被取消的；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65 cancelling 1 ['kænsəliŋ] n.取消；消除 v.取消；消除（cancel的ing形式）
66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67 carrying 2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68 cases 5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69 CDC 9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70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71 chains 1 [tʃeɪnz] n. 枷锁；镣铐 名词chain的复数形式.
72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73 chan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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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4

钱斯

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75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76 circumstances 1 ['sɜːkəmstənsɪz] n. 情况；境遇；事项；详细情节 名词circumstance的复数形式.
77 citing 1 ['saɪtɪŋ] n. 引用；引证；举例 动词ci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78 clip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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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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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80 clouded 1 ['klaudid] adj.乌云密布的；有暗影的，阴的
81 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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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

梅

come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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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comfortable 3 ['kʌmfətəbl] adj.舒适的，舒服的 n.盖被
85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86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83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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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90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91 conflicted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92 confusion 2 [kən'fju:ʒən] n.混淆，混乱；困惑
93 conga 1 ['kɔŋgə] n.康茄舞 vi.跳康茄舞
94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95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96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97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98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99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00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101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02 cost 2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103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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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

乐的

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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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6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07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108 crowded 1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109 crowds 1 [kraʊd] n. 人群；群众；大群；朋友 v. 拥挤；挤满；涌入；贴近；逼迫
110 customers 2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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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
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113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114 deals 1 [diː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115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116 deciding 1 [di'saidiŋ] adj.决定性的；无疑的 v.决定（decide的现在分词）
117 decision 2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118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119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120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121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22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123 discarding 1 英 [dɪs'kɑːd] 美 [dɪs'kɑːrd] vt. 丢弃；抛弃 vi. 丢牌 n. 丢牌；废牌
124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125 Disney 1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126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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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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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29 doubt 1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130 dramatically 1 adv.戏剧地；引人注目地 adv.显著地，剧烈地
131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1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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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33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134 elementary 1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135 eligible 1 ['elidʒəbl] adj.合格的，合适的；符合条件的；有资格当选的 n.合格者；适任者；有资格者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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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138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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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41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42 ev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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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144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45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146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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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8 feel 7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149 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50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143
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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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153 finishes 2 ['fɪnɪʃ] v. 完成；结束；最后加工；用完 n. 结束；完成；最后一层涂饰
154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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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1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looring 1 ['flɔ:riŋ] n.地板；地板材料；室内地面；铺地板 v.在…上铺地板；击败（floor的ing形式）
156 following 2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157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58 forecast 1 ['fɔ:kɑ:st] vt.预报，预测；预示 n.预测，预报；预想 vi.进行预报，作预测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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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5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161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162 fox 1 [fɔks] vt.欺骗；使变酸 n.狐狸；狡猾的人 vi.假装；耍狡猾手段 n.(F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、瑞典)福克斯
163 fraction 1 ['frækʃən] n.分数；部分；小部分；稍微
164 framing 1 ['reimiŋ] n.框架；设计；取景；组帧 v.制定；构造；装框子（frame的ing形式）
165 free 2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166 freestyle 1 n.自由式；自由泳 n.即兴说唱 adj.自由式的 adv.自由地；随心所欲地
167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68 frustration 1 [frʌs'treiʃən] n.挫折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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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0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fully 7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171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172 game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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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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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74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75 glitch 1 [glitʃ] n.小故障；失灵；[电子]短时脉冲波干扰 n.(Glitch)人名；(英)格利奇
1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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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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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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77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ne 2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180 go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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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1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182 grocery 1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183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184 guidance 5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185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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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87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188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189 Harris 1 ['hæris] n.哈里斯（英国苏格兰一地区）；哈里斯（姓氏）
190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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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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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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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79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95 high 3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194

名；(英)海伊

hilariously 1 [hi'lɛəriəsli] adv.引人发笑地；滑稽地；喜不自禁地
197 hiram 2 ['haiərəm] n.海勒姆（男子名）
198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196
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199

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me

Hong 2 [hɔŋ] n.（中国、日本的）行，商行 n.(Hong)人名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鸿；(柬)洪
201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202 hop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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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host 2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204 hosting 1 英 ['həʊstɪŋ] 美 ['hoʊstɪŋ] n. 群众或部队的集合；作战 动词ho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205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200

名；(英)豪斯

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207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08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209 humor 1 ['hju:mə] n.幽默，诙谐；心情 vt.迎合，迁就；顺应
210 if 7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11 immunities 1 [ɪm'juːnɪtɪz] n. 豁免 名词immunity的复数形式.
212 in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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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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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215 indicates 1 ['ɪndɪkeɪt] v. 指示；象征；显示；暗示，预示 v. 表明；指明
216 indoors 5 ['indɔ:z] adv.在室内，在户内
217 interior 2 [in'tiəriə] n.内部；本质 adj.内部的；国内的；本质的
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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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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20 it 21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2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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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2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223 japan 10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224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225 jennifer 2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226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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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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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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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kei 1 [keɪ] 重要派生词为: city, civic, civil, cemetery
230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31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232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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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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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235 lates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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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la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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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34

(英、缅、柬)劳

least 4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238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239 Leonard 1 ['lenəd] n.伦纳德（男子名）
240 lifted 1 [lɪft] vt. 举起；运送；偷窃；升高；还清；取消 vi. 提升 n. 举起；提升；电梯；搭便车；帮助；载货量；扒窃
241 lik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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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li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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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37

(俄)利涅

litt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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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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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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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247 look 2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243

(英)卢克

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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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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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1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252 maintains 1 [meɪn'teɪn] vt. 维持；维修；保养；坚持；断言
253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250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255 mal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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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 mandates 4 ['mændeɪt] n. 命令；指令；要求；授权 v. 把(某一地区)置于委任管理下
257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58 mask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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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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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sks 9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260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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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263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264 meteorologist 1 [,mi:tiə'rɔlədʒist] n.气象学者
265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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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7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268 mix 1 [miks] vt.配制；混淆；使混和；使结交 vi.参与；相混合；交往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乱 n.(Mix)人名；(德、英)米克斯
26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270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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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5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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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

most

272

mount 1 vt.增加；爬上；使骑上马；安装，架置；镶嵌，嵌入；准备上演；成立（军队等） vi.爬；增加；上升 n.山峰；底
座；乘骑用马；攀，登；运载工具；底座 n.（英）芒特（人名） v.登上；骑上

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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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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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3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omi 1 ['neiəmi] n.内奥米（女子名，圣经中人物）
277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278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27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280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281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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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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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4 nishikori 1 锦织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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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276
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not 10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88 now 6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289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290 nurses 1 ['nɜːsɪz] n. 护士；看护；保姆 名词nurse的复数形式.
291 of 3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292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293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294 Olympic 5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295 olympics 3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296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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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7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e 4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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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9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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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0 organizers 1 ['ɔː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301 Osaka 1 [əu'sɑ:kə; 'ɔ:sɑ:kɑ:] n.大阪（日本本州岛西南岸港市）
302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2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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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04 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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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3

灭；驱逐

outdoors 2 ['aut'dɔ:z] adv.在户外 n.户外 adj.户外的（等于outdoor）
306 over 3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305

西、土)奥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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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309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310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311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312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313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314 peak 1 [pi:k] n.山峰；最高点；顶点；帽舌 vt.使达到最高点；使竖起 vi.消瘦；到达最高点；变憔悴 adj.最高的；最大值的 n.
307

(Peak)人名；(英)皮克

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16 percen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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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7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318 pH 5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319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315

莱斯

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321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322 players 1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323 plumbing 1 ['plʌmiŋ] n.铅工业；铅管品制造 v.探究；垂直悬挂；用铅锤测量；灌铅以增重（plumb的现在分词）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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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5 policies 2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ːl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326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327 polls 1 n. 投票区 abbr. 议会联机图书馆研究(=Parliamentary On Line Library Study)
328 population 4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329 positiv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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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postponed 1 英 [ˌpəʊst'pəʊnd] 美 [ˌpoʊst'poʊnd] adj. 延期的；缓办的 动词postpo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31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332 precipitating 1 [prɪ'sɪpɪteɪtɪŋ] adj. 突然的；[化]起沉淀作用的；导致沉淀的 动词precipit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33 prescreen 1 [prɪsk'riːn] n. 预看；预审
334 press 2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320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336 printed 1 adj.印刷的；印花样的；已印好的 v.[印刷]印刷；出版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；铭记
337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338 profile 1 ['prəufail] n.侧面；轮廓；外形；剖面；简况 vt.描…的轮廓；扼要描述 vi.给出轮廓
339 protect 4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340 protestor 1 [prəu'testə] n.抗议者
341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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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2 questions 3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343 rained 1 [reɪnd] 动词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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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45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346 rating 1 ['reitiŋ] n.等级；等级评定；额定功率 v.对…评价（rate的ing形式） n.(Rating)人名；(德)拉廷
3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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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 1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348 reached 1 到达
349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350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351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352 recommendations 1 建议
353 recommending 1 [ˌrekə'mend] vt. 推荐；建议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使可取
354 recorded 3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355 registered 1 ['redʒistəd] adj.注册的；记名的；登记过的；（家畜等）附有血统证明的
356 reiterate 1 [ri:'itəreit] vt.重申；反复地做
357 relax 1 [ri'læks] vi.放松，休息；松懈，松弛；变从容；休养 vt.放松；使休息；使松弛；缓和；使松懈
358 relay 1 ['ri:lei, ri'lei] vi.转播；接替 n.[电]继电器；接替，接替人员；驿马 vt.转播；使接替；分程传递
359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360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361 report 2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362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363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364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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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6

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rising

risky 1 ['riski] adj.危险的；冒险的；（作品等）有伤风化的
368 robot 1 ['rəubɔt, -bət, 'rɔbət] n.机器人；遥控设备，自动机械；机械般工作的人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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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

名；(英)拉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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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372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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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0

拉伯)赛义德
373

say

2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375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376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377 schools 2 [s'kuːl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378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379 scream 1 [skri:m] vi.尖叫；呼啸；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；令人触目惊心 vt.尖声喊叫；大叫大嚷着要求 n.尖叫声；尖锐刺耳的声
374

音；极其滑稽可笑的人

screened 1 ['skriːnd] adj. 遮蔽的；筛过的；上映的 动词scree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.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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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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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80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384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385 selina 2 n.塞琳娜（女子名）
386 setback 1 ['setbæk] n.挫折；退步；逆流
387 settings 1 n.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.
388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389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3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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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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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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

话·威妥玛)

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393 shot 2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94 should 6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395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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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92

肖

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398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399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400 silly 1 adj.愚蠢的；不明事理的；没头脑的 n.傻瓜 n.(Silly)人名；(匈)希伊；(法)西利
401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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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3 some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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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7

>稍微

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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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6 soon 2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407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408 sponsor 1 ['spɔnsə] n.赞助者；主办者；保证人 vt.赞助；发起
409 sponsors 1 英 ['spɒnsə(r)] 美 ['spɑːnsər] n. 保证人；赞助者；发起者；主办者 v. 发起；赞助；倡议
410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404
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411

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starbucks 1 n. 星巴克(咖啡连锁店)
413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414 starting 1 ['stɑːt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415 State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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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6 st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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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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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8 store 2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419 storm 1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417
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strained 1 [streind] adj.紧张的；勉强的；牵强附会的；滤过的 v.使紧张（动词s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21 streets 1 [st'riːts] 街道
422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423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420
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summ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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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5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426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427 team 3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428 technical 2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429 tennis 1 n.网球（运动） n.（英）坦尼斯（人名）
430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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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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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433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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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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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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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5 the 6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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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7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438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439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40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41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442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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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4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445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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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7 throw 1 [θrəu] vt.投；抛；掷 vi.抛；投掷 n.投掷；冒险
448 to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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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4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kyo 3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450 too 3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451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449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orch 1 [tɔ:tʃ] n.火把，火炬；手电筒；启发之物 vi.像火炬一样燃烧 vt.用火炬点燃
453 tough 1 [tʌf] adj.艰苦的，困难的；坚强的，不屈不挠的；坚韧的，牢固的；强壮的，结实的 n.恶棍 vt.坚持；忍受，忍耐 adv.
452
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
towns 1 n. 汤斯
455 Toyota 1 ['təujəutə] n.日本丰田汽车（公司名）
456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457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458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459 transmission 1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460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46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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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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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4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465 uncomfortable 2 [,ʌn'kɔmfətəbl] adj.不舒服的；不安的
466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467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468 unidentified 1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469 union 2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470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471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472 unmask 2 [,ʌn'mɑ:sk, -'mæsk] vt.撕下……的假面具；揭露 vi.脱去假面具
473 unsure 1 [,ʌn'ʃuə] adj.不确定的；不肯定的；没有自信的
474 until 4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475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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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6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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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 1 pron.我们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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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9 vaccinate 1 ['væksineit] vi.接种疫苗 vt.给…注射疫苗 n.被接种牛痘者
480 vaccinated 1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481 vaccinations 1 接种
482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483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484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485 vide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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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6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487 virtual 1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488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489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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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1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492 walmart 1 ['wɔlma:t] n.沃尔玛（世界连锁零售企业）
493 walt 1 [wɔ:lt] adj.空心的
494 Wang 2 [wang] n.王（姓氏）；王安电脑公司
495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496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497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498 waving 1 [weɪvɪŋ] n. 挥手；起伏 adj. 波浪状的 动词wave的现在分词.
499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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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0 w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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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1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502 wearing 3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503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477
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505 weekend 2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506 Weeks 3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507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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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9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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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4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511 whether 4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512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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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4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515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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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6 Wilson 1 ['wilsən] n.威尔逊（姓氏）
517 with 10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518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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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0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520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21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5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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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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3 you 1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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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22

(英、葡)扬
525

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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