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5-25 词汇表
1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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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bsolutely 2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3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4 accessible 1 [ək'sesəbl] adj.易接近的；可进入的；可理解的
5 accidents 1 ['æksɪdənts] 事故
6 accomplish 1 [ə'kʌmpliʃ, ə'kɔm-] vt.完成；实现；达到
7 accord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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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

符合；使适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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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10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11 activity 2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12 actress 1 ['æktris] n.女演员
13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14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15 African 2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16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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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air 3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19 aircraft 3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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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airfield 1 ['εəfi:ld] n.飞机场
22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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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allies 2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24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25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6 ambitious 1 [æm'biʃəs] adj.野心勃勃的；有雄心的；热望的；炫耀的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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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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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and 4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31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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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anyone 2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34 archipelago 2 [,ɑ:ki'peləgəu] n.群岛，列岛；多岛的海区
35 arctic 14 ['ɑ:ktik] adj.北极的；极寒的 n.北极圈；御寒防水套鞋 n.(Arctic)人名；(英)阿克蒂克
36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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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38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9 array 1 [ə'rei] n.数组，阵列；排列，列阵；大批，一系列；衣服 vt.排列，部署；打扮
40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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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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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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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2

auction

2 ['ɔ:kʃən] vt.拍卖；竞卖 n.拍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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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4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45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43
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46

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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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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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48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47

匈)邦克

barren 1 ['bærən] adj.贫瘠的；不生育的；无益的；沉闷无趣的；空洞的 n.荒地 n.(Barren)人名；(西、英)巴伦
50 base 2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51 bases 2 ['beisi:z] n.基础（base的复数形式）；根据；主要成分 n.(Bases)人名；(西)巴塞斯
52 battle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53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4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55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56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57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58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59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60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61 believed 1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62 believes 1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63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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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

特

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66 bombers 2 n. 轰炸机；喷射机；扔炸弹的人（bomber的复数形式）
67 boom 1 [bu:m] vt.使兴旺；发隆隆声 vi.急速发展；发隆隆声 n.繁荣；吊杆；隆隆声 n.(Boom)人名；(法、德)博姆
68 bor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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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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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65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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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71 broadcasting 1 ['brɔ:d,kɑ:stiŋ, -,kæstiŋ] n.播放；广播节目 v.广播（broadcast的ing形式）
72 Bucks 1 [bʌks] n.雄鹿队（篮球队名）；巴克斯（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郡名）
73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74 builds 1 [bɪld] v. 建造；开发；创建；逐渐增强 n. 体格；身材
75 bundle 1 ['bʌndl] n.束；捆 vt.捆 vi.匆忙离开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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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 buyer 1 ['baiə] n.买主；采购员 n.(Buyer)人名；(英)拜尔；(法)比耶；(德)布耶尔
78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79 called 2 [kɔː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80 camera 1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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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

的）食品罐头

capable 2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83 carat 2 ['kærət] n.克拉（等于karat） n.(Carat)人名；(法)卡拉
8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5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86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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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nsus 3 ['sensəs] vt.实施统计调查 n.人口普查，人口调查
88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89 chilling 1 ['tʃiliŋ] adj.寒冷的；冷漠的；使人恐惧的；令人寒心的；呱呱叫的（等于chillin） n.冷却；寒冷 v.冷却（chill的ing形式）
90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91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92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93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94 clarity 1 ['klærəti] n.清楚，明晰；透明 n.(Clarity)人名；(英)克拉里蒂
95 classified 1 [/'klæsifaid] adj.分类的；类别的；机密的 n.分类广告 v.把…分类（classify的过去分词）
96 cle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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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87
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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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losed 2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99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100 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01 coal 1 [kəul] vi.上煤；加煤 vt.给…加煤；把…烧成炭 n.煤；煤块；木炭
102 co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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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104 coastline 1 ['kəustlain] n.海岸线
105 coastlines 1 n.海岸线，海岸地形 （或轮廓），沿海地带( coastline的名词复数 )
106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107 collision 1 n.碰撞；冲突；（意见，看法）的抵触；（政党等的）倾轧
108 color 2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109 combing 1 ['kəumiŋ] n.梳毛；梳弃的毛或发 v.梳理；卷起；到处搜寻（comb的ing形式）
110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111 commander 1 [kə'mɑ:ndə] n.指挥官；司令官
112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113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114 confirms 1 英 [kən'fɜːm] 美 [kən'fɜːrm] v. 证实；批准；确定
115 Congo 4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116 conservation 6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117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118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119 contributing 1 [kənt'rɪbjuːtɪŋ] adj. 贡献的；起作用的 动词contribute的现在分词.
120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121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22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123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24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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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5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26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127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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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

乐的

cours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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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129
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131

covered

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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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133 crossed 1 [krɔst] adj.交叉的；划掉的；十字形的 v.交叉；越过（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34 cruiser 1 ['kru:zə] n.巡洋舰；巡航飞机，警察巡逻车
135 curious 1 ['kjuəriəs] adj.好奇的，有求知欲的；古怪的；爱挑剔的
136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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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
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dangerous 2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139 dangers 1 丹赫尔斯
140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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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38

土)达伊

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143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144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145 decline 1 [di'klain] n.下降；衰退；斜面 vi.下降；衰落；谢绝 vt.谢绝；婉拒
146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147 democratic 4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148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149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150 diamond 1 ['daiəmənd] n.钻石，金刚石；菱形；方块牌 adj.菱形的；金刚钻的 n.(Diamond)人名；(英、意、葡)戴蒙德；(法)迪亚
142

蒙

diamonds 1 ['daɪəməndz] n. 钻石；菱形物 名词diamond的复数.
152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53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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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1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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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156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57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158 dominate 1 ['dɔmineit] vt.控制；支配；占优势；在…中占主要地位 vi.占优势；处于支配地位
159 dominating 2 ['dɒmɪneɪtɪŋ] adj. 主要的；专横的；独裁的 动词domin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160 d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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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61 drops 1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162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163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164 eastern 3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165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166 effort 3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167 elephant 1 ['elifənt] n.象；大号图画纸
168 elephants 1 ['elifənts] n.大象（elephant的复数）
169 embassy 1 ['embəsi] n.大使馆；大使馆全体人员
170 empowered 1 英 [ɪm'paʊə(r)] 美 [ɪm'paʊər] vt. 授权；使能够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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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73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174 erupted 1 [ɪ'rʌpt] v. 爆发；喷发；发疹
175 eruption 6 [i'rʌpʃən] n.爆发，喷发；火山灰；出疹
1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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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rupts 1 [ɪ'rʌpt] v. 爆发；喷发；发疹
177 essentially 1 [i'senʃəli] adv.本质上；本来
178 estimates 2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17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80 ev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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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6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182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83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84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85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186 exceptionally 1 [ik'sepʃənəli] adv.异常地；特殊地；例外地
187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188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189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90 exploiting 1 [ɪksp'lɔɪtɪŋ] n. 开拓 动词explo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191 extend 1 [ik'stend] vt.延伸；扩大；推广；伸出；给予；使竭尽全力；对…估价 vi.延伸；扩大；伸展；使疏开
192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193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181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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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5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196 famously 1 ['feiməsli] adv.著名地；极好地
197 far 2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198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194
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feel 3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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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202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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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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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 firm 1 ['fə:m] adj.坚定的；牢固的；严格的；结实的 vt.使坚定；使牢固 vi.变坚实；变稳固 adv.稳固地 n.公司；商号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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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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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 flagship 1 ['flægʃip] n.旗舰；（作定语）一流；佼佼者
209 flawless 1 ['flɔ:lis] adj.完美的；无瑕疵的；无裂缝的
210 fleet 2 [fli:t] adj.快速的，敏捷的 n.舰队；港湾；小河 vi.飞逝；疾驰；掠过 vt.消磨 n.(Fleet)人名；(英)弗利特
211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212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213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214 for 1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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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7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ranz 3 [fra:nts] n.弗朗茨（FrancisFerdinand的德文名）
217 fred 2 [fred] abbr.快速随机询问显示（FastRandomEnquiryDisplay）
218 freely 1 ['fri:li] adv.自由地；免费地；大量地；慷慨地；直率地
219 friction 1 ['frikʃən] n.摩擦，[力]摩擦力
2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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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221 friend 2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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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3 fro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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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 gas 2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22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26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27 gir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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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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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220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230

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ing

goma 2 abbr.现代美术馆（GalleryofModernArt）
232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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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35 GPS 1 abbr.全球定位系统（GlobalPositionSystem）；通用雷达（GeneralPurposeRadar）；炮长主瞄准镜（Gunner'sPrimarySight）
236 granted 1 conj.诚然 adv.的确 vt.grant的过去式
237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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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231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240 had 4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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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243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239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s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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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5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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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Hawaii 1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247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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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 headquarters 1 [,hed'kwɔ:təz] n.总部；指挥部；司令部
249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250 heaviest 1 ['hevɪɪst] adj. 最重的 形容词heavy的最高级.
251 help 3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244

普

here 9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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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2

名；(英)海伊

h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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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256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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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54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meless 1 ['həumlis] adj.无家可归的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
258 homes 2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257
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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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261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2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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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63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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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ice 3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266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267 in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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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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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69 inch 1 [intʃ] n.英寸；身高；少许 vt.使缓慢地移动 vi.慢慢前进 n.(Inch)人名；(英)英奇
270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271 increased 1 [ɪn'kriː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72 increases 1 [ɪn'kriː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273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274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275 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276 inform 1 [in'fɔ:m] vt.通知；告诉；报告 vi.告发；告密
277 inside 2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278 installation 1 [,instə'leiʃən] n.安装，装置；就职
279 intermediate 1 [,intə'mi:djət, -dieit] vi.起媒介作用 adj.中间的，中级的 n.[化学]中间物；媒介
280 internally 1 [in'tə:nəli] adv.内部地；国内地；内在地
281 irreversible 1 [,iri'və:səbl] adj.不可逆的；不能取消的；不能翻转的
282 is 2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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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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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85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286 Josef 3 n.约瑟夫（人名）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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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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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ailua 2 n. 凯卢阿(在美国；西经 156º14' 北纬 20º53')
289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290 Kenya 10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291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288
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killed 2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293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294 kind 2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295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96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292

克；(匈)洛克

land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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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8 landscapes 1 ['lændskeɪp] n. 风景；风景画；山水；[计]横向 v. 美化景观
299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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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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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va 1 ['lɑ:və, 'lævə] n.火山岩浆；火山所喷出的熔岩 n.(Lava)人名；(西、意)拉瓦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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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01

(英、缅、柬)劳
303

least

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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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305 lef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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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06 legitimate 1 [li'dʒitimət, li'dʒitimeit] adj.合法的；正当的；合理的；正统的 vt.使合法；认为正当（等于legitimize）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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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 live 2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309 livelihoods 1 ['laɪvlɪhʊdz] 农民生计
310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311 locals 1 ['ləʊklz] n. 当地
312 located 3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313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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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4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314

look

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
(英)卢克

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316 lost 3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317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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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5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318

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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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3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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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321 mal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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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2 managed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323 manpower 1 ['mæn,pauə] n.人力；人力资源；劳动力
32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25 mara 1 [mə'rɑ:] n.玛拉（女子名）
326 marilyn 1 ['mærilin] n.玛里琳（女子名）
327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328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329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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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1 melts 1 [melt] vi. 融化；熔化；消散 vt. 使融化；使熔化；使消散 n. 熔化物；融化；熔解
332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333 mess 1 [mes] n.混乱；食堂，伙食团；困境；脏乱的东西 vt.弄乱，弄脏；毁坏；使就餐 vi.把事情弄糟；制造脏乱；玩弄 n.
320

(Mess)人名；(德、罗)梅斯

Miles 3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335 military 7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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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7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338 minerals 1 ['mɪnərəlz] n. 矿产品；矿物；矿产 名词mineral的复数形式.
339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340 minus 1 ['mainəs] prep.减，减去 n.负号，减号；不足；负数 adj.减的；负的 n.(Minus)人名；(英)米纳斯
341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342 miscalculation 1 ['mis,kælkju'leiʃən] n.算错；误算
343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344 Monroe 1 [mən'rəu] n.门罗（男子名）；门罗（美国第五任总统）
345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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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34

以)莫雷
346

Moscow 3 ['mɔskəu] n.莫斯科（俄罗斯首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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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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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

most

348

moun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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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350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351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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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2 nation 3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353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354 nations 3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355 nato 1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356 natu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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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58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359 nearest 1 ['nɪərɪst] adj. 最近的
360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61 negative 1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362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363 no 3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364 north 3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365 northern 3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366 Norwegian 1 [nɔ:'wi:dʒən] adj.挪威的；挪威语的；挪威人的 n.挪威语；挪威人
367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68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69 nuclear 2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370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371 nyiragongo 2 n. 尼拉贡戈火山(在刚果民主共和国；东经 29º15' 南纬 1º28')
372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373 of 4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74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75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376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77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378 O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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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9

着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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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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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1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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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3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84 our 9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85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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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9

灭；驱逐

outfitted 1 ['aʊtfɪt] n. 配备；用具；机构 vt. 配备；供应 vi. 得到装备
387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388 outskirts 1 ['autskə:ts] n.市郊，郊区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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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86

西、土)奥韦尔
39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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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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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392 Parks 2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393 par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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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1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ipating 1 [pɑː'tɪsɪpeɪtɪŋ] adj. 一起参加的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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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6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97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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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8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399 pink 1 [piŋk] n.粉红色；化身，典范；石竹花；头面人物 vt.扎，刺，戳；使…变粉红色；使…面红耳赤 vi.变粉红色 adj.粉红
394

的；比较激进的；石竹科的；脸色发红的 n.(P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平克；(法)潘克
4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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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莱斯

plac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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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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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1
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planes 1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404 pleitgen 5 普莱特根
405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406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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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8 polar 1 ['pəulə] adj.极地的；两极的；正好相反的 n.极面；极线 n.(Polar)人名；(德、西)波拉尔
409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410 positiv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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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1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412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413 prediction 1 [pri'dikʃən] n.预报；预言
414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415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416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417 priority 1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418 project 1 [英 [prəˈ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419 prospect 1 ['prɔspekt] n.前途；预期；景色 vi.勘探，找矿 vt.勘探，勘察
420 prospects 1 英 ['prɒspekt] 美 ['prɑːspekt] n. 希望；前景；景色 v. 勘探；寻找
421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422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423 purple 1 ['pə:pl] adj.紫色的；帝王的；华而不实的 n.紫色；紫袍 vi.变成紫色 vt.使成紫色
424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425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403
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426

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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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8 re 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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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0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31 rebounce 1 ['rɪbaʊns] n. 回跳冲击；反击；反弹冲击
43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433 recorded 2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434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4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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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fugee 1 [,refju'dʒi:, 'refjudʒi:] n.难民，避难者；流亡者，逃亡者
436 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437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438 remodel 1 [,ri:'mɔdəl] vt.改造；改变；改型
439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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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0 republic 4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441 researchers 2 ['rɪsɜːt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442 reserve 2 n.储备，储存；自然保护区；预备队；缄默；[金融]储备金 vt.储备；保留；预约 vi.预订 n.(Reserve)人名；(法)勒塞尔
435

夫

reserves 2 [rɪ'zɜːvz] n. 储量 名词reserve的复数形式.
444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445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446 resources 4 [rɪ'sɔː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447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448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449 rethink 1 [ri:'θiŋk, 'ri:θiŋk] vt.重新考虑；再想 vi.重新考虑；再想 n.重新考虑；反思；新想法
450 revenue 1 n.税收收入；财政收入；收益
451 revolves 1 英 [rɪ'vɒlv] 美 [rɪ'vɑːlv] v. 旋转；考虑；围绕
452 rhetoric 1 ['retərik] n.修辞，修辞学；华丽的词藻 adj.花言巧语的
453 rhinos 1 英 ['raɪnəʊ] 美 ['raɪnoʊ] n. (非正式）犀牛 n. <俚> 钱； 现金
454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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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43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457 rockets 1 英 ['rɒkɪt] 美 ['rɑːkɪt] n. 火箭；芝麻菜；紫花南芥 v. 猛涨；飞快地移动
458 rolling 1 ['rəuliŋ] n.旋转；动摇；轰响 adj.旋转的；起伏的；波动的
459 route 1 [ru:t, raut] vt.按某路线发送 n.路线；航线；通道
460 rumble 1 ['rʌmbl] vt.使隆隆响；低沉地说 vi.隆隆作响 n.隆隆声；抱怨声 n.(Rumble)人名；(英)朗布尔
461 runway 1 ['rʌnwei] n.跑道；河床；滑道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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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6

名；(英)拉什

Russia 14 ['rʌʃə] n.俄罗斯
464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465 Russians 2 n. 俄罗斯人
466 Rwanda 1 [ru'ændə] n.卢旺达（东非国家）；卢旺达语
467 saf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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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8 said 1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463

拉伯)赛义德
4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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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les

sang 1 [sæŋ] v.唱，唱歌（sing的过去式） n.(Sa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生；(瑞典、老、柬、泰)桑；(中)生(广东话·威妥玛)
471 Saturday 2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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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70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74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75 schools 1 [s'kuːl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476 sea 3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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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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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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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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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0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481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479

瑞典)塞尔

settling 1 ['setliŋ] n.安置；固定；沉淀物；移居 v.解决；安居（settle的ing形式） n.(Settling)人名；(瑞典)塞特林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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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4 severomorsk 2 北莫尔斯克(俄罗斯)
485 shelters 1 英 ['ʃeltə(r)] 美 ['ʃeltər] n. 避难所；庇护；庇护所 v. 保护；隐匿；庇护
486 shine 1 vi.发出光；反射光，闪耀；出类拔萃，表现突出；露出；照耀；显露；出众 vt.照射，擦亮；把…的光投向；（口）通
482

过擦拭使…变得有光泽或光 n.光亮，光泽；好天气；擦亮；晴天；擦皮鞋；鬼把戏或诡计 n.（英）夏因（人名）；（日）
新荣（人名）

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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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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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87

肖

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491 si 1 [si:] abbr.火花塞点火（SparkIgnition）
492 si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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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3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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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5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496 skip 1 [skip] vi.跳跃；跳绳；遗漏；跳读 vt.跳过；遗漏 n.跳跃；跳读 n.(Skip)人名；(英)斯基普
497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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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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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0

>稍微

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500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501 sparkle 1 ['spɑ:kl] n.闪耀；火花；活力 vt.使闪耀；使发光 vi.闪耀；发泡；活跃
502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503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504 spotlight 1 n.聚光灯；反光灯；公众注意的中心 vt.聚光照明；使公众注意 n.（Spotlight）聚焦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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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9
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stake 1 [steik] n.桩，棍子；赌注；火刑；奖金 vt.资助，支持；系…于桩上；把…押下打赌 vi.打赌 n.(Stake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克
507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08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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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9 stock 1 n.股份，股票；库存；血统；树干；家畜 adj.存货的，常备的；平凡的 vt.进货；备有；装把手于… vi.囤积；办货；出
506

新芽 n.(Stock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施托克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斯托克
510

ston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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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(英)斯通

stopped 2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512 story 1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513 strategic 2 [strə'ti:dʒik] adj.战略上的，战略的
514 strategy 1 ['strætidʒi] n.战略，策略
515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516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517 submarines 1 ['sʌbməriːnz] n. 潜艇 名词submarine的复数形式.
518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519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5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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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521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520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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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3 taking 2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524 Tanzania 1 [,tænzə'niə; ,tɑ:nzɑ:'ni:ɑ:] n.坦桑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525 tapping 1 ['tæpiŋ] n.[冶]出钢；开孔；出渣；轻敲声 v.轻敲（tap的ing形式）；轻拍 n.(Tapping)人名；(英)塔平
526 targets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ːr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527 territory 4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528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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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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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0 that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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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1 the 10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32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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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34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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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6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37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38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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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0 this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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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1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42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43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44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545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546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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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8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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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9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549

to

4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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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51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552 tourism 6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553 tourists 2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554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555 tra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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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6 trackers 1 n. 追踪者（tracker的复数形式）
55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58 translated 2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559 trefoil 1 ['trefɔil, 'tri:-] n.三叶草；三叶纹 adj.三叶草的
56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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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2 Tu 1 abbr.工会（TradeUnion）；热量单位（ThermalUnit）；传输单位（TransmissionUnit）；训练单位（TrainingUnit） n.(Tu)人
550

名；(老)杜
563

Tuesday

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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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wins 1 [twins] n.双生子，双胞胎（twin的复数）
565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566 unidentified 16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67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68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69 u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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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0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71 upgrade 1 ['ʌpgreid, ʌp'greid] vt.使升级；提升；改良品种 n.升级；上升；上坡 adv.往上 adj.向上的
572 upgrading 2 ['ʌpgreɪdɪŋ] n. 提升；浓缩 动词upgrade的现在分词.
573 us 4 pron.我们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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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5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576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577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578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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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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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1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582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583 volcano 4 [vɔl'keinəu] n.火山
584 volcanoes 1 英 [vɒl'keɪnəʊ] 美 [vɑːl'keɪnoʊ] n. 火山
585 want 2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586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58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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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9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90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591 waterways 1 ['wɔːtəweɪz] n. 排水沟
5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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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4

示意；卷曲

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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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4 w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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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5 weapon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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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9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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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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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93

韦尔

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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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1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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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9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603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04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605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606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07 wildlife 2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608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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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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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6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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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1 within 2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612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609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14 worries 1 ['wʌrɪs] n. 烦恼；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.
615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16 wrapping 1 ['ræpiŋ] n.包装纸，包装材料 adj.包装用的 v.裹住（wrap的ing形式）
617 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61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19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20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6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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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2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23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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