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5-27 词频表
the 10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4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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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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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33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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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of 3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6 that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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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 i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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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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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9 for 2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0 w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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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you 1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2 bu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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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moon 13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14 from 1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5 inaudible 1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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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18 w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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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mo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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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7

以)莫雷

on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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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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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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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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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re 10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25 at 9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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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7 thi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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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earth 8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29 eclipse 8 [i'klips] vt.使黯然失色；形成蚀 n.日蚀，月蚀；黯然失色
30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1 s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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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there 8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33 cnn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34 gorillas 7 n. 大猩猩；暴徒（gorilla的复数）
35 jus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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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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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quest 7 [kwest] n.追求；寻找 vi.追求；寻找 vt.探索 n.(Quest)人名；(德)奎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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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36

稍微
38

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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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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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Chinese 6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41 covid 6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42 lunar 6 ['lju:nə] adj.月亮的，月球的；阴历的；银的；微亮的 n.(Lunar)人名；(西)卢纳尔
43 our 6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4 unidentified 6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45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46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47 blood 5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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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

的）食品罐头

d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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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0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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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 international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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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lab 5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53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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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mal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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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 may 5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56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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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shadow 5 n.阴影；影子；幽灵；庇护；隐蔽处 vt.遮蔽；使朦胧；尾随；预示 vi.变阴暗 adj.影子内阁的
58 super 5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59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60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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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 us 5 pron.我们
62 virus 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63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4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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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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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hina 4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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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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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

do 4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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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experts 4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69 flower 4 ['flauə] n.花；精华；开花植物 vi.成熟，发育；开花；繁荣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用花装饰 n.(Flower)人名；(英)弗劳尔
70 gorilla 4 [gə'rilə] n.大猩猩
71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72 hunting 4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73 leak 4 [li:k] n.泄漏；漏洞，裂缝 vt.使渗漏，泄露 vi.漏，渗；泄漏出去 n.(Leak)人名；(英)利克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力
74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75 over 4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西、
68

土)奥韦尔

panda 4 ['pændə] n.熊猫；猫熊 n.(Panda)人名；(印、塞)潘达
77 see 4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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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7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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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eory 4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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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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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82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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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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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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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86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7 clo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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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
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89 dr 3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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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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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 has 3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93 him 3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94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95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96 humans 3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97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98 investigation 3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99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00 month 3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101 mountain 3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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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 noel 3 [nəu'el] n.诺埃尔（姓氏）；圣诞节
104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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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106 organization 3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107 out 3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88

灭；驱逐

population 3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109 red 3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110 re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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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 r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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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08

人名；(英)赖特
112

said 3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113

say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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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otal 3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115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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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6 when 3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114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118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119 zoo 3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120 accord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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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17
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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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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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124 anch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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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5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126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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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28 bats 2 [bæts] adj.怪异的；疯疯癫癫的；神经不正常的 n.蝙蝠（bat的复数形式） n.(Bats)人名；(法)巴茨
129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130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31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32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133 black 2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123
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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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5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136 century 2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137 climbing 2 ['klaimiŋ] adj.上升的；攀缘而登的 n.攀登 v.爬（climb的ing形式）
138 completely 2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139 conservation 2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140 dark 2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134
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142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143 endangered 2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14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45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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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1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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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rst

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48 giant 2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149 giv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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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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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47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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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52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53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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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55 hal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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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1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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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7 happened 2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58 illnesses 2 ['ɪlnəsɪz] n. 疾病 名词illness的复数形式.
159 intelligence 2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160 into 2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161 Kings 2 [kiŋz] n.《列王纪》（《圣经》中的篇章）
162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163 laboratory 2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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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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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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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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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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7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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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66

(英)卢克

mean 2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170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171 moons 2 [muːn] n. 月亮；月球 v. 闲逛；虚度；露光臀示人
172 most 2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169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173

na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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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(姓)；(英)内姆

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175 needed 2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76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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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79 ourselves 2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180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181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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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

莱斯

pounds 2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183 pretend 2 [pri'tend] vi.假装，伪装，佯装 adj.假装的 vt.假装，伪装，模拟
184 previous 2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185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186 question 2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187 research 2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188 Richard 2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189 Rwanda 2 [ru'ændə] n.卢旺达（东非国家）；卢旺达语
190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191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192 shrieking 2 [ʃriːk] v. 尖叫；叫喊 n. 尖叫
193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194 snare 2 [snεə] n.陷阱；圈套；[外科]勒除器 vt.捕捉；诱惑
195 solar 2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196 spri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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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
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sto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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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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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200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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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202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203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204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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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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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umbra 2 ['ʌmbrə] n.[天]本影，[天]暗影；蚀时的地球
208 veterinarians 2 [vetə'rɪneəriənz] 兽医
209 virunga 2 n. 维龙加火山群(位于非洲中部)
2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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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asn 2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211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212 weigh 2 [wei] vt.权衡；考虑；称…重量 vi.重量为…；具有重要性；成为…的重荷；起锚 n.权衡；称重量
213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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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0

韦尔

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215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216 wildlife 2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217 will 2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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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w 2 n.极大的成功；一鸣惊人之举；魔兽世界(WorldofWarcraft)；失真 int.（表示极大的惊奇或钦佩）哇，呀
220 Wuhan 2 ['wu:'hɑ:n] n.武汉（中国湖北省省会）
221 yesterday 2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222 accidental 1 [,æksi'dentəl] adj.意外的；偶然的；附属的；临时记号的 n.次要方面；非主要的特性；临时记号
223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224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225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226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227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228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229 alien 1 ['eiljən] adj.外国的；相异的，性质不同的；不相容的 n.外国人，外侨；外星人 vt.让渡，转让 n.(Alien)人名；(法)阿利安
230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231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3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233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234 angular 1 ['æŋgjulə] adj.[生物]有角的；生硬的，笨拙的；瘦削的
235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236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237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238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239 assuming 1 [ə'sju:miŋ] adj.傲慢的；不逊的；僭越的 v.假设（assume的ing形式）
240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241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242 bear 1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243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244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245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246 believed 1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247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248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249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250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251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252 blacks 1 ['blæks] n. 黑人 名词black的复数形式.
253 bloom 1 [blu:m] n.花；青春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使茂盛 vi.开花；茂盛 n.(Bloom)人名；(瑞典、西)布洛姆；(英)布卢姆
254 blowers 1 n. 布洛尔斯
255 boasting 1 ['bəʊstɪŋ] n. 自夸；(石头)粗雕 动词boa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2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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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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7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258 Bosco 1 n.黄宗泽（香港艺人）
259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260 calendar 1 ['kælində] n.日历；[天]历法；日程表 vt.将…列入表中；将…排入日程表
261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262 caring 1 ['kεəriŋ] adj.有同情心的；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.关心；照顾（care的现在分词）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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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4 cart 1 [kɑ:t] n.二轮运货马车 vt.用车装载 vi.驾运货马车；用运货车运送 n.(Cart)人名；(法)卡尔；(英、芬)卡特
265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266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267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268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269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256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271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272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273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274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275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276 coincide 1 vi.一致，符合；同时发生 vi.(在性格、品质等方面)完全一致，相符
277 coincided 1 英 [ˌkəʊɪn'saɪd] 美 [ˌkoʊɪn'saɪd] vi. 一致；同时发生；符合
278 collie 1 ['kɔli] n.柯利牧羊狗（原产苏格兰） n.(Collie)人名；(英)科利
279 colo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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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0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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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

梅

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283 communist 1 ['kɔmjunist] n.共产党员；共产主义者 adj.共产主义的
284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285 compounded 1 [kɒm'paʊndɪd] adj. 复合的 动词compou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86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287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288 conspiracy 1 [kən'spirəsi] n.阴谋；共谋；阴谋集团
289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290 contributing 1 [kənt'rɪbjuːtɪŋ] adj. 贡献的；起作用的 动词contribute的现在分词.
291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292 convinced 1 [kən'vinst] adj.确信的；深信的 v.使确信（convince的过去分词）；说服
293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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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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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2
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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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98 creatures 1 ['kriː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299 crucial 1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300 cub 1 [kʌb] n.幼兽；不懂规矩的年轻人 vi.生育幼兽
2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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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ubbing 1 n.幼狐之猎取 v.猎幼狐（cub的ing形式）
302 cuddled 1 ['kʌdl] vt. 怀抱；拥抱 vi. 拥抱；依偎 n. 搂抱；拥抱
303 cuddling 1 ['kʌdl] vt. 怀抱；拥抱 vi. 拥抱；依偎 n. 搂抱；拥抱
304 cute 1 [kju:t] adj.可爱的；漂亮的；聪明的，伶俐的
305 cuter 1 adj.可爱的；聪明的（cute的比较级）
306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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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309 decline 1 [di'klain] n.下降；衰退；斜面 vi.下降；衰落；谢绝 vt.谢绝；婉拒
310 deeper 1 ['diː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311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312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313 denies 1 [dɪ'naɪ] vt. 否认；拒绝承认；拒绝给予；自制
314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315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1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317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318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319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320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321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322 disastrous 1 [di'zɑ:strəs] adj.灾难性的；损失惨重的；悲伤的
323 diseases 1 [dɪ'ziːzɪz] 病害
324 diverse 1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325 DNA 1 [,di:,en'ei] abbr.脱氧核糖核酸（deoxyribonucleicacid）；（美国）国防部核子局（DefenseNuclearAgency）
326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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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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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1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329

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wn

duly 1 [dju:li, 'du:li] adv.适当地；充分地；按时地 n.(Duly)人名；(英)杜利
331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332 earning 1 n.收入；所赚的钱 v.赚得(earn的现在分词)；挣钱；生（利）；获（利）
333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334 eclipses 1 [ɪ'klɪps] n. 日或月食；丧失；没落 vt. 形成日或月食；使 ... 黯然失色
335 elliptical 1 [i'liptik,-kəl] adj.椭圆的；省略的
336 encounter 1 [in'kauntə] vt.遭遇，邂逅；遇到 n.遭遇，偶然碰见 vi.遭遇；偶然相遇
337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330
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eternal 1 [i'tə:nəl] adj.永恒的；不朽的
339 evening 1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340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341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342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343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344 examining 1 adj.审查的；考试的 v.检查；审讯；进行考试（examine的ing形式）
345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3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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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347 explores 1 英 [ɪk'splɔː(r)] 美 [ɪk'splɔːr] v. 探测；探险；考察；探究
348 express 1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349 extraordinary 1 adj.非凡的；特别的；离奇的；特派的
350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351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352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346

触摸

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354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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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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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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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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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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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0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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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53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363 foxes 1 英 [fɒks] 美 [fɑːks] n. 狐狸；狡猾的人；<美>迷人的时髦女郎 vt. 欺骗；迷惑
364 freeing 1 ['friːɪŋ] n. 解除 动词free的现在分词.
365 fret 1 [fret] vt.使烦恼；焦急；使磨损 vi.烦恼；焦急；磨损 n.烦躁；焦急；磨损 n.(Fret)人名；(法)弗雷；(西)弗雷特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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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2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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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ld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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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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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372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373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374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375 habitats 1 ['hæbɪtæts] 生境
376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377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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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69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379

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help

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381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382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383 hiding 1 ['haidiŋ] n.隐匿；躲藏处；殴打 n.(Hiding)人名；(瑞典)希丁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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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0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light 1 ['hailait] vt.突出；强调；使显著；加亮 n.最精彩的部分；最重要的事情；加亮区
386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387 h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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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85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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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389 hospitalized 1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390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391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392 imagination 1 [i,mædʒi'neiʃən] n.[心理]想象力；空想；幻想物
393 importantly 1 [im'pɔ:tntli] adv.重要地；大量地；有名望地；自命不凡地
394 infant 1 ['infənt] n.婴儿；幼儿；未成年人 adj.婴儿的；幼稚的；初期的；未成年的 n.(Infant)人名；(英)因方特
395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396 initiated 1 [ɪ'nɪʃieɪt] vt. 开始；创始；启蒙；介绍加入 n. 创始人 adj. 新加入的；启蒙的
397 interplay 1 ['intəplei, ,intə'plei, 'in-] n.相互影响，相互作用 vi.相互影响，相互作用
398 Jeanie 1 n. 吉妮
399 Ji 1 abbr. 联合履行（=Joint Implementations）
400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401 jon 1 [dʒɔn] n.乔恩（男子名）
402 jumped 1 [dʒʌmp] n. 跳跃；跳动；上涨 v. 跳越；暴涨
403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404 jungle 1 ['dʒʌŋgl] n.丛林，密林；危险地带 adj.丛林的；蛮荒的
405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406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388
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408 Kong 1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409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410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411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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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13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414 lied 1 [li:t] n.德国抒情歌曲，浪漫曲 v.撒谎（lie的过去式） n.(Lied)人名；(德、挪)利德
415 lights 1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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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7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418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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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0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421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422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423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424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425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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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7 medication 1 [,medi'keiʃən] n.药物；药物治疗；药物处理
428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429 mega 1 ['megə] n.百万 adj.许多；宏大的 adv.非常 n.(Mega)人名；(葡、意、捷、塞)梅加
430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431 midst 1 [midst] n.当中，中间 prep.在…中间（等于amidst）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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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3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434 miraculous 1 [mi'rækjuləs] adj.不可思议的，奇迹的
4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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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436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437 monkey 1 ['mʌŋki] n.猴子；顽童 vi.胡闹；捣蛋 vt.嘲弄
43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439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440 moss 1 [mɔs] n.苔藓；泥沼 vt.使长满苔藓 n.(Mo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西、葡、波、挪、瑞典)莫斯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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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2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443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444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445 necessity 1 [ni'sesəti, nə-] n.需要；必然性；必需品
446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44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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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9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450 node 1 [nəud] n.节点；瘤；[数]叉点 n.(Node)人名；(法)诺德
451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452 observe 1 vt.庆祝 vt.观察；遵守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 vi.观察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
453 observing 1 [əb'zəviŋ, ɔb-] adj.观察的；注意的；观察力敏锐的 v.观察；遵守（observe的ing形式）
454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455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56 ombre 1 ['ɔmbə] adj.颜色深浅渐进的 n.三人玩的奥伯尔牌戏（等于omber）
457 onward 1 ['ɔnwəd] adj.向前的；前进的 adv.向前；在前面
458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459 orbit 1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460 originated 1 [ə'rɪdʒɪneɪt] v. 发起；开始；起源于；[计算机] 起始
461 origins 1 ['ɒrɪdʒɪnz] n. 起源 名词origin的复数形式.
462 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463 overwhelming 1 [,əuvə'hwelmiŋ] adj.压倒性的；势不可挡的 v.压倒；淹没（overwhelm的ing形式）；制服
464 pan 1 n.平底锅；盘状的器皿；淘盘子，金盘，秤盘 vt.淘金；在浅锅中烹调（食物）；[非正式用语]严厉的批评 vi.淘金；在淘
435

洗中收获金子

pandal 1 ['pændəl] n.（印）临时棚舍
466 pandas 1 ['pændəz] 熊猫（panda的复数形式）
467 pandering 1 ['pændə] vi.迎合；勾引；怂恿；拉皮条 n.怂恿者；拉皮条者；老鸨 vt.为…拉皮条 n.(Pander)人名；(德、俄)潘德尔
468 panned 1 [pæn] n. 平底锅；盘子；盘状物；淘盘；<俚>脸；严厉批评 v. 严厉批评；（用淘盘）淘金
469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470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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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5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ally 1 ['pa:ʃəli] adv.部分地；偏袒地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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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3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474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75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476 performing 1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477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478 phase 1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479 poacher 1 ['pəutʃə] n.偷猎者；侵入者；炖蛋锅
480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4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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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482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83 primates 1 [prai'meiti:z] n.灵长类
484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485 projected 1 [prə'dʒektɪd] adj. 规划中的；突出的；投影的 动词proj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86 prone 1 [prəun] adj.俯卧的；有…倾向的，易于…的 n.(Prone)人名；(意、法)普罗内
487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488 punda 1 蓬达
489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90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481

(泰、缅)布

qi 1 [tʃi:] abbr.质量指标（QualityIndex）
492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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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4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491

人名；(英)雷迪
495

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real

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97 reflects 1 [rɪ'flekt] v. 反映；反射；反省；归咎；显示
498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499 reopened 1 英 [ˌriː'əʊpən] 美 [ˌriː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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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1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502 respiratory 1 ['respərətəri, ri'spaiə-] adj.呼吸的
503 restore 1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504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505 rough 1 [rʌf] adj.粗糙的；粗略的；粗野的；艰苦的；未经加工的 vt.使粗糙；粗暴对待；草拟 n.艰苦；高低不平的地面；未经
49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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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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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

名；(英)拉什

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509 salamander 1 ['sælə,mændə] n.火蜥蜴；蝾螈目动物；耐火的人；烤箱
510 sa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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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8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anitized 1 ['sænɪtaɪz] vt. 采取卫生措施使其安全；消毒；使无害
512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513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14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515 seafood 1 ['si:fud] n.海鲜；海味；海产食品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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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11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518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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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7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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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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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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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肖

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524 silverback 1 ['silvəbæk] n.银背大猩猩（指背部颈下方有银白色毛的雄性成年大猩猩）
525 sky 1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526 smallest 1 ['smɔːlɪst] adj. 最小的
5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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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8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523

形式）

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530 spin 1 [spin] vi.旋转；纺纱；吐丝；晕眩 vt.使旋转；纺纱；编造；结网 n.旋转；疾驰
531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532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533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534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35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36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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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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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rict 1 [strikt] adj.严格的；绝对的；精确的；详细的
538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539 stunning 1 ['stʌniŋ] adj.极好的；使人晕倒的；震耳欲聋的 v.把…打昏；使震耳欲聋；使大吃一惊（stun的ing形式）
540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41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542 sunrises 1 n.日出（时分），黎明( sunrise的名词复数 )
543 sunsets 1 n.日落（时），薄暮( sunset的名词复数 ); 晚霞
544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545 surgeries 1 英 ['sɜːdʒəri] 美 ['sɜːrdʒəri] n. 外科手术；外科；诊所；手术室
546 susceptibility 1 [sə,septə'biləti] n.敏感性；感情；磁化系数
547 ta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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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48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537

(土)塔勒

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550 tetrad 1 ['tetræd] n.四个；四个一组；[生物]四分染色体；四价元素
551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552 thankfully 1 ['θæŋkfulli] adv.感谢地；感激地
553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554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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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6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557 throws 1 英 [θrəʊz] 美 [θroʊz] n. 曲拐 名词throw的复数形式.
558 timing 1 ['taimiŋ] n.定时；调速；时间选择 v.为…安排时间；测定…的时间（time的ing形式）
559 titled 1 ['taitld] adj.有头衔的；有标题的 v.加标题于；授予…称号（title的过去分词）
560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61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562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63 transmit 1 [trænz'mit, træns-, trɑ:n-] vt.传输；传播；发射；传达；遗传 vi.传输；发射信号
564 tree 1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565 trial 1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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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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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68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569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570 tumble 1 vi.摔倒；倒塌；滚动；打滚；仓惶地行动 vt.使摔倒；使滚翻；弄乱 n.跌倒；翻筋斗；跌跤 [过去式tumbled过去分词
567

tumbled现在分词tumbling]

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72 unhindered 1 英 [ʌn'hɪndəd] 美 [ʌn'hɪndərd] adj. 无阻的；不受阻碍的
573 unique 1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574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75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76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577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578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79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580 visible 1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581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582 vulnerable 1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583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5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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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5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586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587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88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589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90 whistle 1 n.口哨；汽笛；呼啸声 vt.吹口哨；鸣汽笛
591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592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593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571
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wondering 1 ['wʌndəriŋ] adj.疑惑的；觉得奇怪的 v.想知道（wonder的ing形式）；惊奇
595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59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597 xiao 1 ['ziː] n. 箫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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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9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5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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