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8-25 词频表
the 8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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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 of 3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to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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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

in

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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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that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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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2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8 i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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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0 pizza 14 n.比萨饼（一种涂有乳酪和番茄酱的意大利式有馅烘饼） n.(Pizza)人名；(意)皮扎
11 on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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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they 1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3 unidentified 1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14 tha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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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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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e 1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6 b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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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can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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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

的）食品罐头
18

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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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more

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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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covid 9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21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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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23 up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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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flash 8 [flæʃ] vt.使闪光；反射 n.闪光，闪现；一瞬间 vi.闪光，闪现；反射 adj.闪光的，火速的 n.(Flash)人名；(西)弗拉什
25 say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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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9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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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you 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28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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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delta 7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30 moos 7 [muː]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31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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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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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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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32

稍微

watermelon 7 ['wɔ:təmelən, 'wɔ-] n.西瓜
35 all 6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36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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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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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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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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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39 clip 6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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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41 domino 6 ['dɔminəu] n.多米诺骨牌；面具；化装外衣 n.(Domino)人名；(英、意、法、德、波)多米诺
42 female 6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43 flooding 6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44 mal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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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off 6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6 re 6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7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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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variant 6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49 video 6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50 wate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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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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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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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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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 hig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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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

名；(英)海伊

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57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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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 Tennessee 5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6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61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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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63 crust 4 n.地壳；外壳；面包皮；坚硬外皮 vi.结硬皮；结成外壳 vt.盖以硬皮；在…上结硬皮
64 end 4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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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成为相等
56
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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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 just 4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6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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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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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mad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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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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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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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74 shipping 4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75 Stat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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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vaccinated 4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77 vaccine 4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78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79 virus 4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8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81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82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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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84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85 areas 3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86 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8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8 china 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89 effective 3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90 for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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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83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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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93 hotdog 3 ['hɔt,dɔg; 'hɔt,dɔ:g] v.卖弄 n.热狗（面包）
94 lef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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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95 loo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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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91

卢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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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98 others 3 pron.其他人
99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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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 pfizer 3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102 places 3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103 port 3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96
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sauce 3 [sɔ:s] n.酱油；沙司；调味汁 vt.使增加趣味；给…调味 n.(Sauce)人名；(西)绍塞；(法)索斯
105 spre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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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6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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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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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aste 3 [teist] n.味道；品味；审美 vt.尝；体验 vi.尝起来；有…的味道 n.(Taste)人名；(法)塔斯特
108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109 vaccines 3 疫苗程序
110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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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112

2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out

acquired 2 [ə'kwaiəd] adj.[医]后天的；已获得的；已成习惯的 v.取得；捕获（acquire的过去分词）
114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115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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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7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118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119 anchovies 2 英 ['æntʃəvi] 美 ['æntʃoʊvi] n. 凤尾鱼
120 approval 2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121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122 bar 2 n.条，棒；酒吧；障碍；法庭 vt.禁止；阻拦 prep.除……外 n.(Bar)人名；(阿拉伯、德、法、俄、罗、捷、波、葡、以)巴
113

尔

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24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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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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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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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usiest 2 adj.最忙的（busy的最高级形式）
127 car 2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128 catastrophic 2 adj.灾难的；悲惨的；灾难性的，毁灭性的
129 chain 2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130 Columbus 2 [kə'lʌmbəs] n.哥伦布（美国一座城市）；哥伦布（意大利航海家）
131 containers 2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132 controversial 2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133 crime 2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134 critics 2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135 disaster 2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136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137 don 2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138 easy 2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139 effectiveness 2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140 encourage 2 [in'kʌridʒ] vt.鼓励，怂恿；激励；支持
141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42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43 fewer 2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144 flood 2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126

德

floods 2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14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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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48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149 haven 2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150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151 heard 2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152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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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45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ut 2 [hʌt] n.小屋；临时营房 vt.使住在小屋中；驻扎 vi.住在小屋中；驻扎 n.(Hut)人名；(阿拉伯、罗、塞)胡特
154 inaudible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155 infections 2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156 June 2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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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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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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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160 massive 2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161 matter 2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162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63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164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165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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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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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58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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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169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70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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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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灭；驱逐
17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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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overal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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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own 2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174 patterson 2 n.帕特森（姓氏）
175 pepperoni 2 [,pepə'rəuni:] n.意大利辣香肠
176 persistent 2 [pə'sistənt, -'zis-] adj.固执的，坚持的；持久稳固的
177 phone 2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178 pineapple 2 ['pain,æpl] n.[园艺]菠萝；[园艺]凤梨 adj.凤梨科的
179 prett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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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80 previous 2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181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182 que 2 n.队列 n.(Que)人名；(越)桂
183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184 reason 2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185 Rivers 2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186 run 2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187 rus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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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

名；(英)拉什

Saturday 2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189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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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 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191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192 shot 2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93 soil 2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194 strains 2 [streɪn] n. 拉紧；紧张；血统；笔调；（动植物或疾病的）品种 v. 拉紧；劳累；过分使用
195 suggests 2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196 summer 2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197 supply 2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198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199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200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201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202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203 unload 2 [,ʌn'ləud] vt.卸；摆脱…之负担；倾销 vi.卸货；退子弹
204 update 2 [ʌp'deit, 'ʌpdeit] vt.更新；校正，修正；使现代化 n.更新；现代化
205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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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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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209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210 worldwide 2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211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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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88
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ccounted 1 [ə'kɑʊntɪd] adj. 记账的；报告的 动词accou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14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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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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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217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218 admitted 1 [əd'mitid] adj.公认的；被承认了的 v.承认（admit的过去分词）
219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220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216
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alert 1 [ə'lə:t] vt.警告；使警觉，使意识到 adj.警惕的，警觉的；留心的 n.警戒，警惕；警报 n.(Alert)人名；(西)阿莱尔特
222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223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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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226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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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229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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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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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1 apparently 1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232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233 aren 1 阿伦
234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35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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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

古斯特

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238 authorized 1 ['ɔ:θəraizd] adj.经授权的；经认可的 v.授权；批准；辩护（authorize的过去分词）
239 averaging 1 ['ævəridʒiŋ] n.求平均值；拉平价格；为取得更高的平均价格而买进（卖出） adj.平均的 v.平均（average的ing形式）
240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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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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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con 1 ['beikən] n.咸肉；腌肉；熏猪肉
24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243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244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245 beg 1 [beg] vt.乞讨；恳求；回避正题 vi.乞讨；请求 n.(Beg)人名；(德、塞、巴基)贝格
246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247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248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241
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icycle 1 ['baisikl] n.自行车 vi.骑脚踏车 vt.骑自行车运送
250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251 blink 1 [bliŋk] vt.眨眼；使…闪烁 vi.眨眼；闪烁 n.眨眼；瞬间；闪光 n.(Blink)人名；(德)布林克
252 bottleneck 1 ['bɔtlnek] n.瓶颈；障碍物
253 breakthrough 1 ['breikθru:] n.突破；突破性进展
254 bringing 1 [briŋ] vt.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255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256 bypass 1 ['baipɑ:s,-pæs] vt.绕开；忽视；设旁路；迂回 n.旁路；[公路]支路
257 cargo 1 ['kɑ:gəu] n.货物，船货 n.(Cargo)人名；(英、西)卡戈
258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259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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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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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uses 1 [kɔː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262 causing 1 [kɔː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263 CDC 1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264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265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266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267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268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269 cheese 1 [tʃi:z] n.[食品]奶酪；干酪；要人 vt.停止 adj.叛变的；胆小的
270 cheeseburger 1 n.奶酪汉堡
271 chef 1 [ʃef] n.厨师，大师傅 n.(Chef)人名；(法)谢夫
272 chips 1 [tʃips] n.[食品]炸土豆条；小木片；（作赌注用的）圆形筹码；缺口（chip的复数形式）
273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274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275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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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77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278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279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280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281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282 concrete 1 [kən'kri:t, 'kɔnkri:t] adj.混凝土的；实在的，具体的；有形的 vi.凝结 vt.使凝固；用混凝土修筑 n.具体物；凝结物
283 conflicting 1 [kən'fliktiŋ] adj.冲突的；相矛盾的；不一致的 v.冲突；争执（conflict的ing形式）
284 confronting 1 [kən'frʌnt] vt. 对抗；遭遇；面临
285 consumers 1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286 contagious 1 [kən'teidʒəs] adj.感染性的；会蔓延的
287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288 contract 1 ['kɔntrækt, kən'trækt] vi.收缩；感染；订约 vt.感染；订约；使缩短 n.合同；婚约
289 contributing 1 [kənt'rɪbjuːtɪŋ] adj. 贡献的；起作用的 动词contribute的现在分词.
290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291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92 corona 1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293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294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295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296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297 creates 1 [kri'ː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298 creeks 1 n.<英>小湾( creek的名词复数 ); 小港; <美>小河; 小溪
299 crews 1 [kruː]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300 crown 1 [kraun] n.王冠；花冠；王权；顶点 vt.加冕；居…之顶；表彰；使圆满完成 n.(Crown)人名；(英)克朗
301 crusted 1 ['krʌstid] adj.生了外皮的；有沉淀的；陈旧的；陈年的
302 crusty 1 ['krʌsti] adj.易怒的；执拗的；有壳的；像外壳一样的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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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61

土)达伊

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305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306 debris 1 ['deibri:] n.碎片，残骸 n.(Debris)人名；(法)德布里
307 declaration 1 [,deklə'reiʃən] n.（纳税品等的）申报；宣布；公告；申诉书
3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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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309 defending 1 [dɪ'fend] v. 防守；防护；辩护
310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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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 densely 1 [densli] adv. 密集地；浓厚地
313 depot 1 ['depəu, 'di:-] n.仓库；停车场；航空站 vt.把…存放在储藏处 adj.药性持久的 n.(Depot)人名；(刚(布))德波特
314 desperate 1 ['despərət] adj.不顾一切的；令人绝望的；极度渴望的
315 devastating 1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31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317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318 dock 1 n.码头；船坞；被告席；尾巴的骨肉部分 vt.使靠码头；剪短 vi.入船坞 n.（Dock）程序坞 n.（Dock）人名；(老)多；
308

(英、法、瑞典)多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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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 dow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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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9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322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323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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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5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326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327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328 electric 1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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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331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332 ensures 1 英 [ɪn'ʃʊə(r)] 美 [ɪn'ʃʊr] vt. 担保；保证；使安全；确保
333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334 equally 1 ['i:kwəli] adv.同样地；相等地，平等地；公平地
335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336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337 evenly 1 ['i:vənli] adv.均匀地；平衡地；平坦地；平等地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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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9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340 excess 1 [ik'ses, 'ek-, 'ekses, ik's-] n.超过，超额；过度，过量；无节制 adj.额外的，过量的；附加的
341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342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343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344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345 facility 1 [fə'siliti] n.设施；设备；容易；灵巧
346 factors 1 英 ['fæktə(r)] 美 ['fæktər] n. 因素；因数；因子 vt. 把 ... 因素包括进去 vi. 作为因素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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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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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9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350 FDA 1 [ˌefdiː'eɪ] abbr.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(=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
351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321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352

feet

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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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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4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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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6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353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lu 1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358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35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360 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361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362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363 foundations 1 [fɑʊn'deɪʃəns] n. 地基 名词foundation的复数形式.
364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365 fruitful 1 ['fru:tful] adj.富有成效的；多产的；果实结得多的
366 fry 1 [frai] n.鱼苗；油炸食物 vt.油炸；油煎 vi.油炸；油煎 n.(Fry)人名；(芬)弗吕；(英)弗赖伊；(德、英、法、西)弗里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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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369 funneled 1 ['fʌnəld] adj. 漏斗形的； 有漏斗的； 有 ... 烟囱的 动词funn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370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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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2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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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8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375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376 grassy 1 ['grɑ:si] adj.长满草的；草绿色的 n.(Grass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格拉西
377 gravity 1 ['græviti] n.重力，地心引力；严重性；庄严
378 grilled 1 [grild] adj.烤的；有格子的 v.炙烤（gri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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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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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1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382 handle 1 ['hændl] n.[建]把手；柄；手感；口实 vt.处理；操作；运用；买卖；触摸 vi.搬运；易于操纵
383 handling 1 ['hændliŋ] n.处理 adj.操作的 v.负责；对待（handle的ing形式）；触摸
384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385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386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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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80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3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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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sitant 1 ['hezitənt] adj.迟疑的；踌躇的；犹豫不定的
390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391 hired 1 [haird] v.雇用（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；租用
392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393 hom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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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9
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395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3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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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spitalized 1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397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398 humanity 1 [hju:'mænəti] n.人类；人道；仁慈；人文学科
399 humphries 1 n. 汉弗莱斯
400 hyundai 1 n.现代（公司名，韩国汽车企业）
401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402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403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404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405 importers 1 n. 进口商（importer的复数形式）
406 inches 1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407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408 Indiana 1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409 infect 1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410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41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412 injected 1 充血的 注入的
413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414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415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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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7 jam 1 [dʒæm] n.果酱；拥挤；困境；扣篮 vt.使堵塞；挤进，使塞满；混杂；压碎 vi.堵塞；轧住 n.(Jam)人名；(伊朗、巴基)贾姆
418 Jeanne 1 [dʒi:n] n.珍妮（女子名，等于Joanna）
419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420 joke 1 [dʒəuk] n.玩笑，笑话；笑柄 vt.开…的玩笑 vi.开玩笑 n.(Joke)人名；(英)乔克；(塞)约凯
421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422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423 ki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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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4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425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426 l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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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7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428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429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396
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431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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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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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4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435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430

(俄)利涅

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437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438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4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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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440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439

英)洛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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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1

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442

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4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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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因
444

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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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

make

4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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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dates 1 ['mændeɪt] n. 命令；指令；要求；授权 v. 把(某一地区)置于委任管理下
448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447

威；进行曲

mask 1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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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1 meets 1 [miːt] v. 遇见；满足 n. 运动会；集会 adj. 合适的
452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453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454 milder 1 [maɪld] adj. 温和的；柔和的；宽大的；清淡的
455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456 mini 1 ['mini] n.迷你型；微型汽车；超短裙 adj.微型的；袖珍的 abbr.微型汽车（minicar）；微型计算机（minicomputer） n.(Mini)
449

人名；(意、土、法)米尼

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45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45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460 mountainous 1 ['mauntinəs] adj.多山的；巨大的；山一般的
461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462 mutate 1 [mju:'teit, 'mju:-] vi.变化，产生突变 vt.改变，使突变
463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457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465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466 Nebraska 1 [ni'bræskə] n.内布拉斯加州
467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468 newsweek 1 [nju:zwi:k] n.新闻周刊（美国一杂志）
469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470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71 oliver 1 ['ɔlivə] n.奥利弗（男子名）
472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473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474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475 option 1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476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477 organizations 1 [ˌɔː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478 originated 1 [ə'rɪdʒɪneɪt] v. 发起；开始；起源于；[计算机] 起始
47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80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481 pairs 1 ['peəz] n. 对，双，副（名词pair的复数） v. (使)成对（动词pai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482 partial 1 ['pɑ:ʃəl] adj.局部的；偏爱的；不公平的
4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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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484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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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6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487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488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489 perfectly 1 ['pə:fiktli] adv.完美地；完全地；无瑕疵地
490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491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492 pickle 1 ['pikl] n.泡菜；盐卤；腌制食品 vt.泡；腌制 n.(Pickle)人名；(英)皮克尔
493 piled 1 [paild] adj.有细毛的 v.堆积；积累（pile的过去分词）
494 pizzas 1 n.意大利薄饼，比萨饼( pizza的名词复数 )
495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483

莱斯

plate 1 [pleit] n.碟；金属板；金属牌；感光底片 vt.电镀；给…装甲 n.(Plate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瑞典)普拉特
497 please 1 [pli:z] vt.使喜欢；使高兴，使满意 vi.讨人喜欢；令人高兴 int.请（礼貌用语）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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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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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0 populated 1 ['pɒpjʊleɪtɪd] adj.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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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2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503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504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05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506 predicting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507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508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509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510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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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2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513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514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515 protested 1 英 [prəʊ'testɪd] 美 [proʊ'testɪd] adj. 抗拒的；反对的 动词prot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16 pulled 1 ['pʊld] adj. 牵引的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（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517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518 quadrupled 1 英 [kwɒ'druːpl] 美 [kwɑː'druːpl] adj. 四倍的；四部分的；[音]四节拍的 n. 四倍 v. 成四倍
519 rail 1 [reil] n.铁轨；扶手；横杆；围栏 vi.抱怨；责骂 vt.铺铁轨；以横木围栏
520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521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522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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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96

人名；(英)雷迪

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525 recovered 1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26 refrigerator 1 [ri'fridʒəreitə, ri:-] n.冰箱，冷藏库
527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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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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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530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531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532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533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534 rescued 1 ['reskjuː]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535 responder 1 [ri'spɔndə] n.响应器；回答者
536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529
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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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37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ppling 1 ['ripliŋ] adj.潺潺流水般声音的；起涟漪的 v.使起涟漪；呈波状起伏（ripple的ing形式）
540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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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2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543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544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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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9

拉伯)赛义德

saturated 1 ['sætʃəreitid] adj.饱和的；渗透的；深颜色的 v.使渗透，使饱和（saturate的过去式）
547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48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549 searching 1 ['sə:tʃiŋ] adj.搜索的；透彻的 n.搜索 v.搜索（search的ing形式）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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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46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p 1 [si:p] vi.漏；渗出 n.小泉；水陆两用的吉普车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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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551

瑞典)塞尔

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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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3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haky 1 ['ʃeiki] adj.摇晃的；不可靠的；不坚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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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558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559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560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561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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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55

肖

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564 shutdown 1 ['ʃʌtdaun] n.关机；停工；关门；停播
565 shutdowns 1 n.关闭，倒闭( shutdown的名词复数 )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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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7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568 slice 1 [slais] n.薄片；部分；菜刀，火铲 vt.切下；把…分成部分；将…切成薄片 vi.切开；割破
569 sloppy 1 ['slɔpi] adj.草率的；粗心的；泥泞的；肥大的；稀薄的
570 soak 1 [səuk] vt.吸收，吸入；沉浸在（工作或学习中）；使……上下湿透 vi.浸泡；渗透 n.浸；湿透；大雨
571 sofa 1 ['səufə] n.沙发；长椅 n.(Sofa)人名；(塞)索法
5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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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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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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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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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2
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577 standards 1 [s'tændədz] n.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.
5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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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9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580 stirred 1 英 [stɜː(r)] 美 [stɜːr] vt. 激起；惹起；搅和 vi. 活动；引起；挪动 n. 骚乱；感动(激动；愤怒或震动)；搅拌
581 storms 1 英 [stɔːm] 美 [stɔː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582 streams 1 [st'riːmz] n. 流；溪流 名词stream的复数形式.
583 stretched 1 [st'retʃt] 拉伸的
584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585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586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587 suggestion 1 [səg'dʒestʃən] n.建议；示意；微量，细微的迹象
588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589 supporters 1 [sə'pɔː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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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1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592 sweep 1 [swi:p] vt.扫除；猛拉；掸去 vi.扫，打扫；席卷；扫视；袭击 n.打扫，扫除；范围；全胜
593 symptoms 1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594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576

拉伯)塔勒

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596 TENS 1 十位
597 terrain 1 [te'rein, tə-, 'terein] n.[地理]地形，地势；领域；地带
598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599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595
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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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1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602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603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6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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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5 tik 1 季克
606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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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0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608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609 Tok 1 abbr.知识转让（TransferofKnowledge）；知识理论（TheoryofKnowledge） n.(Tok)人名；(阿拉伯)图克；(土)托克；(东南
607

亚国家华语)卓

tomato 1 [tə'mɑ:təu, -'mei-] n.番茄，西红柿
611 toppings 1 ['tɒpɪŋz] n. 顶层（加料）；浇头 名词topping的复数形式.
612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613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1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15 troubles 1 英 ['trʌbl] 美 ['trʌbəl] n. 困难；烦恼；麻烦 v. 使烦恼；麻烦；苦恼；费神
6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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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ucking 1 ['trʌkiŋ] n.货车运输；货车运输业；以货易货 v.交易；打交道；用卡车运（truck的ing形式）
617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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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616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620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621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622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23 us 1 pron.我们
624 valleys 1 ['væli] n. 山谷；溪谷；流域
625 variants 1 变体
626 versions 1 ['vɜːʃ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6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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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8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6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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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0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631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6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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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3 washed 1 [wɔʃt] adj.洗过的 v.洗，洗涤（wash的过去分词）
6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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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5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636 waves 1 [weivz] n.[物][军]波（wave的复数形式） v.波动；起伏（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挥动
637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638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639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6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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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1 weird 1 [wiəd] adj.怪异的；不可思议的；超自然的 n.（苏格兰）命运；预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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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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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4 whipped 1 [hwipt] adj.受到鞭打的 v.鞭打；挥动（whip的过去分词）
645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46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647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64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49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50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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