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5-26 词频表
the 9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5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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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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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 of 4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5 in 34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3
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are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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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 tha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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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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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在不分性
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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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ovid 18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0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1 ou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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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

灭；驱逐

could 1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3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4 be 1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5 dogs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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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O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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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bu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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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were 1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19 a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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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japan 10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21 people 10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22 unidentified 10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23 w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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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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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bees 9 ['biːz] 蜜蜂
26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7 video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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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clip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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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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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0 scientists 8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31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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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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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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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cnn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34 mal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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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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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sa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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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3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37

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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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

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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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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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

的）食品罐头

detect 6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42 Palestinian 6 adj. 巴勒斯坦的；巴勒斯坦人的 n. 巴勒斯坦；巴勒斯坦人
43 says 6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4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5 begin 5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46 between 5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47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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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Carl 5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49 e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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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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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52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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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1

以)莫雷

officials 5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54 results 5 [rɪ'zʌlts] n. 结果
55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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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 stat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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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st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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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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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9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60 able 4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61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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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americans 4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63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64 being 4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65 be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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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

特

cases 4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67 game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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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8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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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hi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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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

名；(英)海伊

inaudible 4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71 Israel 4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72 Israeli 4 [iz'reili] adj.以色列的；以色列人的 n.以色列人
73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74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75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76 Olympic 4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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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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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80 scent 4 [sent] n.气味；嗅觉；痕迹；察觉能力 vt.闻到；发觉；使充满…的气味；循着遗臭追踪 vi.发出…的气味；有…的迹象；
70

嗅着气味追赶 n.(Scent)人名；(英)森特

secretary 4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82 since 4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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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st 4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84 tests 4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85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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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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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up 4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87 w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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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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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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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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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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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93 both 3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90

匈)博特

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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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乡村音乐
94

的

e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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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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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成为相等
96
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xposed 3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99 gaza 3 ['geizə] n.加沙（地中海岸港市）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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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lden 3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102 humans 3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103 infections 3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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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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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

3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level

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107 like 3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108 l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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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06
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110 middle 3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111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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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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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3 recently 3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114 retriever 3 [ri'tri:və] n.（训练成能寻回猎物的）猎犬；取回的人
115 saying 3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116 sniff 3 [snif] vi.嗅；嗤之以鼻 vt.嗅；闻；用力吸；发觉 n.吸，闻；嗤之以鼻；气味；以鼻吸气；吸气声
117 study 3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118 territory 3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119 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120 Tokyo 3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121 travel 3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122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123 using 3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124 vaccinated 3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1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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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si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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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6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127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128 advisory 2 [əd'vaizəri] adj.咨询的；顾问的；劝告的 n.报告；公告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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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 airports 2 ['eəpɔːts] 机场
131 ally 2 [英 [ˈælaɪ] 美 [ˈælaɪ]] n.同盟国；伙伴；同盟者；助手 vt.使联盟；使联合 vi.联合；结盟 n.(Ally)人名；(巴基)阿利；(法)阿
125

利；(英)艾丽(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)；(尼日利)阿利

another 2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133 anti 2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134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135 Asian 2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136 athletes 2 ['æθliːts] 运动员
137 attacks 2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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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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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140 beginning 2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141 com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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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42 contributor 2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143 definition 2 [,defi'niʃən] n.定义；[物]清晰度；解说
144 department 2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145 despite 2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146 difference 2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147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48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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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9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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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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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1 friend 2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152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53 fully 2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154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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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6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57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158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159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60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161 ideas 2 观念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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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apanese 2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164 Jewish 2 ['dʒu:iʃ] adj.犹太人的；犹太族的
165 killed 2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166 leaked 2 [liːkt] adj. 漏的 动词lea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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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 loads 2 英 [ləʊd] 美 [loʊd] n. 负荷；重担；装载量 v. 装载；给(枪)装子弹；[计算机] 装入
1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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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rd 2 [lɔ:d] n.主；上帝 int.主，天啊 vt.使成贵族 vi.作威作福，称王称霸 n.(Lord)人名；(瑞典)洛德；(法)洛尔
170 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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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make 2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169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uldin 2 n.(Mauldin)人名；(英)莫尔丁
173 minks 2 [mɪŋk] n. 貂；貂皮衣
174 nose 2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175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176 odor 2 ['əudə] n.气味；名声 n.(Odor)人名；(匈)欧多尔
177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178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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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72

西、土)奥韦尔

palestinians 2 [ˌpælɪs'tɪnɪənz] n. 巴勒斯坦人 名词palestinian的复数形式.
181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182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183 pro 2 [prəu] adv.赞成地 n.赞成者；赞成的意见 prep.赞成 n.(Pro)人名；(意)普罗
184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185 re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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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0

尔

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187 reward 2 [ri'wɔ:d] n.[劳经]报酬；报答；酬谢 vt.[劳经]奖励；奖赏
188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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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86

人名；(英)赖特

safely 2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190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191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192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193 smell 2 [smel] vi.嗅，闻；有…气味 vt.嗅，闻；察觉到；发出…的气味 n.气味，嗅觉；臭味
194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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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6 sti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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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 sticking 2 ['stikiŋ] adj.粘的；有粘性的 n.粘辊；附着；坚持性 v.粘住，坚持（stick的ing形式）
198 sugary 2 ['ʃugəri] adj.含糖的；甜的；糖状的；甜言蜜语的
199 swab 2 [swɔb] n.药签，[外科]拭子；医用海绵，纱布；拖把，擦帚；无赖 vt.打扫，擦拭；涂抹（药）于
200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201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202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203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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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time 2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189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ongues 2 [tʌŋ] n. 舌头；语言；口才；舌状物 v. 舔；用舌吹奏管乐器；发音
206 trained 2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07 trying 2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208 tweedmouth 2 [地名] [英国] 特威德茅斯
209 tyler 2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210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211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12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2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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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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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violence 2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215 viral 2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216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217 warn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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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219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20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221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22 whole 2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223 without 2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224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225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226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227 aboard 1 [ə'bɔ:d] adv.在飞机上；[船]在船上；在火车上 prep.在…上
228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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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3
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solute 1 ['æbsəlju:t, ,æbsə'lju:t] adj.绝对的；完全的；专制的 n.绝对；绝对事物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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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29
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ccounting 1 n.会计，会计学；账单 v.解释（account的ing形式）；叙述
232 accurate 1 ['ækjurət] adj.精确的
233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234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235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236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237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238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239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240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41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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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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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4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245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246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47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248 antigen 1 ['æntidʒən] n.[免疫]抗原
249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50 anyway 1 ['eniwei] adv.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；总之
251 Arenas 1 n.阿瑞纳斯（姓氏，或球鞋品牌名）
252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53 assaults 1 [ə'sɔːlt] n. 攻击；突袭；抨击 vt. 袭击；突袭
254 assist 1 [ə'sist] n.帮助；助攻 vi.参加；出席 vt.帮助；促进
255 asymptomatic 1 [,eisimptə'mætik] adj.无症状的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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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7 August 1 ['ɔː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2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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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259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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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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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58

匈)邦克
262

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beat

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264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265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266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267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268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269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270 bird 1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271 blinken 1 n. 布林肯
272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273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274 bred 1 [bred] br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275 breed 1 [bri:d] vi.繁殖；饲养；产生 vt.繁殖；饲养；养育，教育；引起 n.[生物]品种；种类，类型 n.(Breed)人名；(英)布里德
276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277 buzzing 1 ['bʌzɪŋ] adj. 嗡嗡响的 n. 嗡嗡声 动词buzz的现在分词.
278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279 cancellation 1 ['kænsə'leiʃən] n.取消；删除
280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281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282 casualties 1 n. 人员伤亡
283 cautionary 1 ['kɔ:ʃənəri] adj.警告的；劝诫的
284 CDC 1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285 ceasefire 1 英 ['si:sfaiə(r)] 美 ['si:sfaiər] n. 停火；停战
286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263
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288 Chile 1 ['tʃili] n.智利（南美洲国家）
289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290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291 civilians 1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292 clips 1 [klɪp] vt. 夹住 v. 剪短 v. 疾驰；猛击 n. 夹子；弹夹；回形针；钳 n. 修剪；(羊毛的)剪下量；(被剪下的)东西
293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287
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295 coated 1 ['kəutid] adj.上涂料的，上胶的；穿外套的，覆盖着的 v.外面覆盖（coat的过去分词）
296 cocker 1 ['kɔkə] vt.娇养；溺爱；放纵 n.斗鸡的人；长耳猎犬 n.(Cocker)人名；(英)科克尔
297 collapse 1 vi.倒塌；瓦解；暴跌 vt.使倒塌，使崩溃；使萎陷；折叠 n.倒塌；失败；衰竭
298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299 collie 1 ['kɔli] n.柯利牧羊狗（原产苏格兰） n.(Collie)人名；(英)科利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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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4

梅
3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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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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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303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304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305 concert 1 [kən'sə:t, 'kɔnsə:t] n.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使协调；协同安排 vi.协调；协力 adj.音乐会用的；在音乐会上演出的
306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307 confidence 1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308 confident 1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309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310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311 contrast 1 [kən'trɑ:st, -'træst, 'kɔntrɑ:st, -træst] vi.对比；形成对照 vt.使对比；使与…对照 n.对比；差别；对照物
312 contributions 1 [kɒntrɪb'juːʃnz] 贡献
313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314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315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316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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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8 crash 1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302

自闯入

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320 creates 1 [kri'ː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321 crimes 1 [k'raɪmz] 犯罪
322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323 crowded 1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324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325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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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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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7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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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9 defend 1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330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331 despicable 1 ['despikəbl] adj.卑劣的；可鄙的
332 detected 1 [dɪ'tektɪd] adj. 检测到的 动词det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33 determine 1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326
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diagnose 1 ['daiəgnəuz, ,daiəg'nəuz] vt.诊断；断定 vi.诊断；判断
335 diagnosing 1 英 ['daɪəɡnəʊz] 美 [ˌdaɪəɡ'noʊs] v. 判断；诊断(疾病)
336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37 diseases 1 [dɪ'ziːzɪz] 病害
338 disperse 1 [dis'pə:s] vt.分散；使散开；传播 vi.分散 adj.分散的
339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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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1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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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4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ownplaying 1 [ˌdaʊn'pleɪ] v. 低估；对…轻描淡写；不予重视
344 drone 1 n.雄蜂；嗡嗡的声音；懒惰者 n.无人机（非正式） vi.嗡嗡作声；混日子 vt.低沉地说 n.n.(Drone)人名；(法)德罗纳
345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346 Dutch 1 [dʌtʃ] adj.荷兰的；荷兰人的；荷兰语的 n.荷兰人；荷兰语 adv.费用平摊地；各自付账地
3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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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348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349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350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351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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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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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4 enzymes 1 ['enzaɪm] n. 酶；酵素
355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356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357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358 experiment 1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359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360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361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362 farms 1 英 [fɑːm] 美 [fɑːr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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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47
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365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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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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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8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369 Finland 1 ['finlənd] n.芬兰（欧洲）
370 fits 1 [fɪt] adj. 适宜的；合适的；健康的 v. 适合；安装 n. 发作；适宜
371 f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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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2 float 1 [fləut] vt.使漂浮；实行 vi.浮动；飘动，散播；摇摆；付诸实施 n.彩车，花车；漂流物；浮舟；浮萍 n.(Float)人名；(英)弗
364

洛特

flowers 1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374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375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376 footage 1 ['futidʒ] n.英尺长度；连续镜头；以尺计算长度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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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73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th 1 [fɔ:θ] adv.向前，向外；自…以后 n.(Forth)人名；(德)福特；(英)福思
379 fraction 1 ['frækʃən] n.分数；部分；小部分；稍微
380 fragments 1 ['fræɡmənt] n. 碎片；片段 v. 使破碎；分裂
381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82 genetic 1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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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4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38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386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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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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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9 grandparent 1 ['grænd,pεərənt] n.祖父母；祖父或祖母；外祖父母；外祖父或外祖母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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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8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391

growing

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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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

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lf

halfway 1 ['hɑ:f'wei] adv.到一半；在中途 adj.中途的；不彻底的
394 hamas 1 n. 哈马斯（伊斯兰抵抗运动）
395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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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93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te 1 [heit] vt.憎恨；厌恶；遗憾 vi.仇恨 n.憎恨；反感 n.(Hate)人名；(法)阿特
39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399 headed 1 ['hedid] adj.有头的；有标题的 v.率领（head的过去分词）；朝向；走在…的前头
400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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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97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403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404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405 honeybees 1 蜜蜂
406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407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408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409 hover 1 ['hɔvə, 'hʌ-] vi.盘旋，翱翔；徘徊 n.徘徊；盘旋；犹豫 vt.孵；徘徊在…近旁 n.(Hover)人名；(英、德)霍弗
410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411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412 illusion 1 [i'lju:ʒən] n.幻觉，错觉；错误的观念或信仰
413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414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415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416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417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418 insects 1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419 insult 1 [in'sʌlt] vt.侮辱；辱骂；损害 n.侮辱；凌辱；无礼
420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21 investigated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422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423 Irish 1 ['aiəriʃ] adj.爱尔兰的；爱尔兰人的 n.爱尔兰人；爱尔兰语；爱尔兰
424 Israelis 1 [ɪz'reɪli] adj. 以色列的 n. 以色列人
425 issued 1 ['ɪʃuː]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426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427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402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429 Jordan 1 ['dʒɔ:dən] n.约旦（阿拉伯北部的国家）；乔丹（男子名）
430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431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432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433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434 lab 1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435 labradoodle 1 n.拉布拉多德利犬
436 labradors 1 拉布拉多人
4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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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bs 1 abbr. 激光作用瞄准系统(=Laser Active Boresight System) abbr. 低空轰炸系统(=Low-Altitude Bombing System)
438 landowner 1 ['lænd,əunə] n.地主，土地所有者
439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440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441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43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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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3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444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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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46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447 leverage 1 n.手段，影响力；杠杆作用；杠杆效率 v.利用；举债经营
448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449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450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451 losses 1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452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442

因

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454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453
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aging 1 ['mænidʒiŋ] adj.管理的；节约的；爱管闲事的 v.管理；设法对付（manage的ing形式）
456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457 marches 1 ['ma:tʃiz] n.边界地区（尤指英格兰与苏格兰或威尔士的） n.(Marches)人名；(意)马尔凯斯
458 match 1 [mætʃ] vt.使比赛；使相配；敌得过，比得上；相配；与…竞争 vi.比赛；匹配；相配，相称；相比 n.比赛，竞赛；匹
455

配；对手；火柴

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460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461 microscope 1 ['maikrəskəup] n.显微镜
462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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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4 mile 1 [mail] n.英里；一英里赛跑；较大的距离 n.(Mile)人名；(塞、匈、法)米莱
465 militant 1 adj.好战的 n.富有战斗性的人；好斗者；激进分子
466 mink 1 [miŋk] n.貂；貂皮衣 adj.豪华的；富裕的 n.(Mink)人名；(英、西、匈、捷)明克
467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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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9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459
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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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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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2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473 navy 1 ['neivi] n.海军 深蓝色的
474 Netherlands 1 ['neðələndz] n.荷兰（形容词Netherlandish）；地区名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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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6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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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478 noses 1 英 [nəʊzɪz] 美 [noʊzɪz] n. 鼻子 名词nose的复数形式.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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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0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4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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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lympics 1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482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483 optical 1 ['ɔptikəl] adj.光学的；眼睛的，视觉的
484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485 organizers 1 ['ɔː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486 Osaka 1 [əu'sɑ:kə; 'ɔ:sɑ:kɑ:] n.大阪（日本本州岛西南岸港市）
487 outbreaks 1 暴发
488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489 Paralympics 1 [,pærə'limpiks] n.原为脊髓病患者举行的运动会
490 participated 1 英 [pɑː'tɪsɪpeɪt] 美 [pɑːr'tɪsɪpeɪt] vi. 参加；参与 vt. 分享
491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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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3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494 pcr 1 abbr. 聚合酶链反应(=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)
495 peered 1 英 [pɪə(r)] 美 [pɪr] n. 同辈；同等的人；贵族 vi. 凝视；窥视
496 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497 pilot 1 ['pailət] n.飞行员；领航员 adj.试点的 v.驾驶；领航；试用 n.(Pilot)人名；(意、印)皮洛特；(法)皮洛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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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1
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polymerase 1 ['pɔlimə,reis, -reiz] n.[生化]聚合酶
500 portraying 1 英 [pɔː'treɪ] 美 [pɔːr'treɪ] vt. 描写；描绘；饰演
501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502 postponement 1 [,pəust'pəunmənt] n.延期；延缓
503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504 precision 1 [pri'siʒən] n.精度，[数]精密度；精确 adj.精密的，精确的
505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506 profound 1 [prəˈfaʊnd] adj.深厚的；意义深远的；渊博的
507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508 props 1 [prɔps] n.[矿业]支柱；小道具；后盾（prop的复数） v.支撑；维持（prop的三单形式）
509 protein 1 ['prəuti:n, -ti:in] n.蛋白质；朊 adj.蛋白质的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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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1 pups 1 [pʌp] n. 小狗；小海豹；小伙子
512 qsi 1 [k'siː] quality salary increase 按质加薪
51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514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515 rapid 1 ['ræpid] adj.迅速的，急促的；飞快的；险峻的 n.急流；高速交通工具，高速交通网
516 rd 1 abbr. (DOS命令) 删除空的子目录(=remove directory) abbr. 注册营养师(=Registered Dietitian) abbr. 乡村投递（=rural delivery）
517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518 readily 1 ['redili] adv.容易地；乐意地；无困难地
519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520 rebuilding 1 ['riːˌbɪldɪŋ] n. 改建
521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522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523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524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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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26 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527 releases 1 [rɪ'liːs] n. 释放；让渡；发行 vt. 释放；让与；准予发表；发射
4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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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529 researchers 1 ['rɪsɜːt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530 resistant 1 [ri'zistənt] adj.抵抗的，反抗的；顽固的 n.抵抗者
531 retrievers 1 n.寻猎物犬( retriever的名词复数 )
532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533 reviewed 1 [rɪ'vjuː] n. 复习；回顾；检讨；评审 vt. 检阅；评论；温习；检讨 vi. 写评论
534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535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536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528

人名；(英)朗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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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拉什

537

rush

5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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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拉伯)赛义德

5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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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me

samples 1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541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540
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scents 1 [sent] n. 气味；香味；线索 v. 闻出；发觉；充满；得到 ... 的暗示
543 scheduled 1 英 ['ʃedjuːl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44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45 Scottish 1 ['skɔtiʃ] adj.苏格兰的；苏格兰人的；苏格兰语的 n.苏格兰人；苏格兰语
546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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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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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42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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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0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551 Semitic 1 [si'mitik; se-] adj.闪米特人的；闪族语系的 n.闪族人；闪语族
552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553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549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tter 1 ['setə] n.[机]调节器；作曲者；排字工人；安装员，从事安装的人
555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56 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557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58 shouting 1 ['ʃəutiŋ] n.大喊大叫 vi.大喊大叫（shout的现在分词）
559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560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561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562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563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564 sniffer 1 ['snifə] n.嗅探器；嗅探犬；以鼻吸毒者
565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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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7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554

(姓)；(越)山

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569 spaniel 1 ['spænjəl] n.西班牙猎犬；恭顺的人 vi.嬉戏 vt.向…摇尾乞怜
5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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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aniels 1 n.獚狗，西班牙猎狗( spaniel的名词复数 )
571 speculation 1 [,spekju'leiʃən] n.投机；推测；思索；投机买卖
572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570
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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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3
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576 standard 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575

(德)施坦达德

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78 statements 1 [s'teɪtmənts] n. 报表；陈述；声明（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）
579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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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1 strain 1 n.张力；拉紧；负担；扭伤；血缘 vi.拉紧；尽力 vt.拉紧；滥用；滤去；竭力 n.(Strain)人名；(英)斯特兰 n.（植物、动
577

物的）品种；种类

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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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584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585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586 supporters 1 [sə'pɔː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587 surge 1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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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2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590 Tbilisi 1 [tə'bilisi; tbili:'si:] n.第比利斯（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，等于Tiflis）
591 teaches 1 ['tiː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92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589

特林

tensions 1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5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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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5 testers 1 测试员
596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597 theories 1 ['θɪərɪz] n. 理论 名词theory的复数形式
598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99 thoughts 1 ['θɔːts] n.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.
600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601 tongue 1 [tʌŋ] n.舌头；语言 vt.舔；斥责；用舌吹 vi.说话；吹管乐器 n.(Tongue)人名；(英)唐
602 toss 1 [tɔs, tɔ:s] n.投掷；摇荡；投掷的距离；掷币赌胜负 vt.投掷；使…不安；突然抬起；使…上下摇动；与…掷币打赌 vi.辗
593

转；被乱扔；颠簸；掷钱币决定某事 n.(Toss)人名；(瑞典)托斯
603

tour 1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605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606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60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08 travelers 1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609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10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611 tur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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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604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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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613 tweed 1 [twi:d] n.花呢；花呢服装 n.(Tweed)人名；(英)特威德
614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615 UFO 1 ['ju:fəu] abbr.不明飞行物（UnidentifiedFlyingObject）
616 uk 1 [ˌjuː'keɪ] abbr. 英国(=United Kingdom)
617 underway 1 ['ʌndə'wei] adj.进行中的；起步的；航行中的 n.[公路]水底通道
618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619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620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21 us 1 pron.我们
622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623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624 variants 1 变体
625 vastly 1 ['va:stli] adv.极大地；广大地；深远地
626 ventilators 1 ['ventɪleɪtəz] 通气孔
627 videographer 1 [,vidi'ɔgrəfə] n.电视录像制作人
628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629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630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631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632 volume 1 ['vɔlju:m] n.量；体积；卷；音量；大量；册 adj.大量的 vi.成团卷起 vt.把…收集成卷
633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634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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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5 warned 1 英 [wɔːn] 美 [wɔː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636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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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8 wavy 1 ['weivi] adj.多浪的；波动起伏的
639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640 Wednesdays 1 ['wenzdiz; -deiz] adv.每星期三
641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6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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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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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12

韦尔

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645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6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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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7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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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9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650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644

(英、德)沃斯特

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52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53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6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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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5 zipping 1 ['zɪpɪŋ] n. 尖啸声(拉链)
6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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