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8-26 词频表
the 1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in 4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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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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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

to

43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of 3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5 and 3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6 that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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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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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census 16 ['sensəs] vt.实施统计调查 n.人口普查，人口调查
10 they 1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1 seats 13 ['siː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12 thi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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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bu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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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5 population 1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16 so 1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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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States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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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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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has 11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20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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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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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wi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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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California 8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24 stat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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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26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27 end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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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fi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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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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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1 number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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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powe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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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以
21

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texas 7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34 three 7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35 two 7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36 which 7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37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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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 ban 6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33
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40

countr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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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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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
each 6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42 evictions 6 n.逐出，赶出( eviction的名词复数 )
43 gained 6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4 grew 6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45 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46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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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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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ov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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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7

土)奥韦尔

percent 6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50 seat 6 [si:t] n.座位；所在地；职位 vt.使…坐下；可容纳…的；使就职
51 tha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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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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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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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54 biden 5 n. 拜登(姓氏)
55 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56 congressional 5 [kən'greʃənəl] adj.国会的；会议的；议会的
57 decades 5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58 dirt 5 [də:t] n.污垢，泥土；灰尘，尘土；下流话
59 Florida 5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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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 growth 5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62 house 5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52

名；(英)豪斯

how 5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64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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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66 rent 5 [rent] n.租金 vt.出租；租用；租借 vi.租；出租 n.(Rent)人名；(瑞典)伦特
67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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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63

稍微

administration 4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69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70 at 4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6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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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72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73 business 4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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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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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

的）食品罐头

congress 4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77 court 4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76

(法)库尔

decade 4 ['dekeid] n.十年，十年期；十
79 electoral 4 [i'lektərəl] adj.选举的；选举人的
80 had 4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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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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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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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

last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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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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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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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lost 4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85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86 pa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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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property 4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88 renters 4 n.承租人; 佃户; 出租人; 地主（renter的复数）
89 results 4 [rɪ'zʌlts] n. 结果
90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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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

伯)赛义德
91

say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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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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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sout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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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 space 4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95 their 4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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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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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99 York 4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100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01 argues 3 英 ['ɑːɡjuː] 美 ['ɑːrɡjuː]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102 bi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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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 booming 3 ['bu:miŋ] adj.兴旺的，繁荣的；大受欢迎的 v.兴旺（boom的ing形式）；发出隆隆声
10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105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06 current 3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92

特

decided 3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108 delegation 3 [,deli'geiʃən] n.代表团；授权；委托
109 districts 3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110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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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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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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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early 3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113 eviction 3 [i'vikʃən] n.逐出；赶出；收回
114 fake 3 [feik] n.假货；骗子；假动作 vt.捏造；假装…的样子 vi.假装；做假动作 adj.伪造的 n.(Fake)人名；(英)费克
115 four 3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116 gain 3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117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18 hom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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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
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income 3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120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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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22 law 3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119

(英、缅、柬)劳
123

let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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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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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ne 3 [ləun] adj.单身的；独自的；寂寞的；人迹稀少的 n.(Lone)人名；(西、肯)洛内；(丹)隆娜；(缅)伦
125 lo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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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6 Midwest 3 [,mid'west] n.美国的中西部
127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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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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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4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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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31 OK 3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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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

灭；驱逐

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134 past 3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135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136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137 researc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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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138 supreme 3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139 taxes 3 [tæksi:z] n.税收，税金；税务；[税收]税捐
140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141 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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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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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3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144 whi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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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146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147 affect 2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148 amendment 2 [ə'mendmənt] n.修正案；改善；改正
149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150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151 Augus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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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

古斯特

bureau 2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153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154 Carolina 2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155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156 CDC 2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157 clip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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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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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ontinued 2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159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160 controversial 2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161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62 count 2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
158

(人名)

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64 extended 2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165 fact 2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166 favor 2 vt.较喜欢；像；优惠，偏袒；有利于；赐予；证实 n.帮助；赞同；偏爱，喜爱
167 forced 2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1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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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ave 2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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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68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71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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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

名；(英)海伊

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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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lab 2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174 landlords 2 ['lændlɔːdz] 中小地主
175 late 2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176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17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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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sing 2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178 major 2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177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180 map 2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179

(法)马普

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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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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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185 needs 2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186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187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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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189 or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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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9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92 owners 2 ['əʊnəz] 业主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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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1

莱斯

political 2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195 quote 2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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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

尔

representatives 2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198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199 sales 2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197

(英)塞尔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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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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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0

肖

signed 2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203 soil 2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204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205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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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star 2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202
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208 s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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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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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bjec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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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210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211 times 2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212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213 trum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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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15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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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 votes 2 [vəuts] v.投票；提倡（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选票；选举；得票数（vote的复数形式）
217 want 2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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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9

韦尔

we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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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21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222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23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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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9
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225

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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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228 advantage 1 [əd'vɑ:ntidʒ, əd'væn-] n.优势；利益；有利条件 vi.获利 vt.有利于；使处于优势
229 afford 1 [ə'fɔ:d] vt.给予，提供；买得起 n.(Afford)人名；(英)阿福德
230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231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232 air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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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3 alcohol 1 ['ælkəhɔl] n.酒精，乙醇
234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235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236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237 allowing 1 [ə'laʊ] vt. 允许；让某人得到；留出；同意（法律） vi. (for)考虑到；允许
238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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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 argument 1 ['ɑ:gjumənt] n.论证；论据；争吵；内容提要
241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242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243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244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245 asteroids 1 ['æstərɔɪdz] n. [天]小行星（在火星与木星之间）；[动]海星 名词asteroid的复数形式.
246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226

间色
24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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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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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249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250 begin 1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251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252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2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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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ll 1 [bel] n.铃，钟；钟声，铃声；钟状物 vt.装钟于，系铃于 vi.鸣钟；成钟状鼓起
254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255 belt 1 [belt] n.带；腰带；地带 vt.用带子系住；用皮带抽打 vi.猛击 n.(Belt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)贝尔特
256 bet 1 [bet] n.打赌，赌注；被打赌的事物 vt.打赌；敢断定，确信 vi.打赌 n.(Bet)人名；(意、以、瑞典、英)贝特
257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258 boom 1 [bu:m] vt.使兴旺；发隆隆声 vi.急速发展；发隆隆声 n.繁荣；吊杆；隆隆声 n.(Boom)人名；(法、德)博姆
259 broad 1 [brɔ:d] adj.宽的，辽阔的；显著的；大概的 n.宽阔部分 adv.宽阔地 n.(Broad)人名；(英、德)布罗德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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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 category 1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262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263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264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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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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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270 circumstances 1 ['sɜːkəmstənsɪz] n. 情况；境遇；事项；详细情节 名词circumstance的复数形式.
271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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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3 collecting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274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275 Colorado 1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276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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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3

梅

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279 complicated 1 ['kɔmplikeitid] adj.难懂的，复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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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nstitution 1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283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284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285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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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7 courts 1 英 [kɔːt] 美 [kɔːrt] n. 法院；庭院；宫廷；球场；奉承 v. 献殷勤；追求；招致；设法获得
288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28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290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291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292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293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278

西)迪尔

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295 decennial 1 [di'senjəl] adj.十年间的 n.十周年纪念
296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297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298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2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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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mographic 1 [,demə'græfik,-kəl] adj.人口统计学的；人口学的
300 depression 1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30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302 dig 1 [dig] vt.挖，掘；探究 vi.挖掘 n.戳，刺；挖苦 n.(Dig)人名；(罗)迪格
303 dirty 1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304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305 diseases 1 [dɪ'ziːzɪz] 病害
306 dish 1 n.盘；餐具；一盘食物；外貌有吸引力的人 vt.盛于碟盘中；分发；使某人的希望破灭；说（某人）的闲话 vi.成碟状；
299

闲谈

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308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309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310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311 dozen 1 ['dʌzən] n.十二个，一打 adj.一打的
312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313 dug 1 [dʌg] v.挖，翻土（di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
314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315 eart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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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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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7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318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319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320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307
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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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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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4 enemies 1 ['enəmɪz] n. 敌人；敌军；有害物（名词enemy的复数形式）
325 engine 1 ['endʒin] n.引擎，发动机；机车，火车头；工具
326 enjoying 1 [end'ʒɔɪɪŋ] v. 享受，享有（动词enjoy的现在进行式）
327 estate 1 n.房地产；财产；身份
328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329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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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1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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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1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332 evicted 1 [ɪ'vɪkt] v. 驱逐；依法收回
333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334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335 expectation 1 [,ekspek'teiʃən] n.期待；预期；指望
336 expired 1 adj. 到期的 动词exp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37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338 extending 1 [ɪk'stendɪŋ] n. 伸长 动词extend的现在分词.
339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330

(英)法克特
340

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341

fall

34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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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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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344 fastest 1 ['fɑːstɪst] adj.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.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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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43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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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8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349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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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6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352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353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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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51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ulas 1 英 ['fɔːmjələ] 美 ['fɔːrmjələ] n. 配方；公式；规则；代乳品 adj. 方程式的；（赛车的）级的
356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357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358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359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360 gaggle 1 ['gægl] n.一群；鹅群；咯咯声 vi.嘎嘎叫
361 gaining 1 ['geɪnɪŋ] n.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.
362 gains 1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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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64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365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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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5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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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370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371 grounded 1 adj.理性的；理智的；接触地面的 v.停（ground的过去式）；触地
372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373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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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5 hal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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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67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ngs 1 [hæŋ] v. 悬挂；(使)低垂；悬浮(在空中)；逗留；绞死 n. 悬挂方式；悬挂；绞刑
377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37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379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380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381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382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383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384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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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76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386

homeless

1 ['həumlis] adj.无家可归的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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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388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389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390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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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92 impress 1 [im'pres, 'impres] vt.盖印；强征；传送；给予某人深刻印象 vi.给人印象 n.印象，印记；特征，痕迹
393 inaudible 1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394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395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396 insurance 1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397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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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7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400 joy 1 [dʒɔi] n.欢乐，快乐；乐趣；高兴 vi.欣喜，欢喜 vt.高兴，使快乐
401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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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ck 1 [kik] vt.踢；反冲，朝后座 n.踢；反冲，后座力 vi.踢；反冲 n.(Kick)人名；(德)基克
405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406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407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408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409 latter 1 ['lætə] adj.后者的；近来的；后面的；较后的 n.(Lat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拉特
410 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411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412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413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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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5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416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417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418 literally 1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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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0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399

(英)利文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422 loser 1 ['lu:zə] n.失败者；遗失者 n.(Loser)人名；(德、捷)洛泽；(英)洛瑟；(法)洛塞
423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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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1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426 maintenance 1 ['meintənəns] n.维护，维修；保持；生活费用
427 ma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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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8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429 Mars 1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430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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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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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433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434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35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436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437 miss 1 [mɪs] n.女士，小姐，年轻未婚女子 vt.错过，想念，缺（勤）
438 mix 1 [miks] vt.配制；混淆；使混和；使结交 vi.参与；相混合；交往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乱 n.(Mix)人名；(德、英)米克斯
439 mixes 1 [mɪks] v. 混合；掺入；合成；联系；融合；介入 n. 混合(物)；融合
440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441 Montana 1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442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443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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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5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446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447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448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4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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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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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2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453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54 notification 1 [,nəutifi'keiʃən] n.通知；通告；[法]告示
455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456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57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458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459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460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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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1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462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46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464 owe 1 [əu] vt.欠；感激；应给予；应该把……归功于 vi.欠钱 n.(Ow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奥弗
465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466 peaked 1 [pi:kt] adj.尖的；消瘦的；有遮檐的 v.到达高点，消瘦，竖起（pea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467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468 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469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470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432

特；(法)普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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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2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473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474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475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476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477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478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4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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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9

process

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
的

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481 projections 1 [prəd'ʒekʃnz] 投影图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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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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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80

(泰、缅)布

rapidly 1 ['ræpid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；立即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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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6 realignment 1 [,ri:ə'lainmənt] n.重新排列；重新组合；改组
487 reallocating 1 [ri'ːæləkeɪtɪŋ] 再分配
488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489 redistricting 1 ['riː'dɪstrɪktɪŋ] [美]重划学区
490 redrawn 1 v.重画，刷新屏幕( redraw的过去分词 )
491 refusing 1 拒绝 [材]废料 拒绝给予
492 regards 1 [rɪ'gɑːdz] n. 问候；致意
493 regions 1 ['ri:dʒənz] n. 区域，地区，地带（名词region的复数形式）
494 released 1 [rɪ'liː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495 remarkable 1 [ri'mɑ:kəbl] adj.卓越的；非凡的；值得注意的
496 representation 1 [,reprizen'teiʃən] n.代表；表现；表示法；陈述
497 republican 1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498 republicans 1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499 reveal 1 [ri'vi:l] vt.显示；透露；揭露；泄露 n.揭露；暴露；门侧，窗侧
500 ridge 1 [ridʒ] n.山脊；山脉；屋脊 vt.使成脊状；作垄 vi.成脊状 n.(Ridge)人名；(英)里奇
501 rival 1 ['raivəl] n.对手；竞争者 vt.与…竞争；比得上某人 vi.竞争 adj.竞争的 n.(Riv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里瓦尔
502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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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4

名；(英)拉什
504

1 [rʌst] n.锈；生锈；[植保]锈病 vt.使生锈；腐蚀 vi.生锈；成铁锈色；变迟钝 n.(Rust)人名；(英)拉斯特；(德、捷、瑞典)鲁
斯特；(法)吕斯特

rust

sale 1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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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5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508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09 schools 1 [s'kuːl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510 scout 1 [skaut] n.搜索，侦察；侦察员；侦察机 vt.侦察；跟踪，监视；发现 vi.侦察；巡视；嘲笑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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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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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07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ds 1 [siː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514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515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516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17 shifts 1 [ʃɪft] v. 移动；改变；换挡；字型转换 n. 轮班；变化；移动；计谋；轮班职工
518 shipped 1 [ʃɪpt] adj.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19 shovel 1 ['ʃʌvəl] n.铁铲；一铲的量；铲车 vt.铲除；用铲挖；把…胡乱塞入 vi.铲
520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521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522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5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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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owed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524 slower 1 英 [sləʊər] 美 [sloʊər] adj. 慢一点 形容词slow的比较级.
525 slowest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526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527 starting 1 ['stɑːt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528 stat 1 [stæt] n.静；斯达（放射性强度单位）
529 steadily 1 ['stedili] adv.稳定地；稳固地；有规则地
530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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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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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533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534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535 subscribe 1 [səb'skraib] vi.订阅；捐款；认购；赞成；签署 vt.签署；赞成；捐助
536 Summerville 1 n. 萨默维尔
537 superpower 1 ['sju:pə,pauə] n.超级大国；超级强权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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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9 surprisingly 1 adv.惊人地；出人意料地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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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2

的）售得金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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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42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543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544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545 terrific 1 [tə'rifik] adj.极好的；极其的，非常的；可怕的
546 territories 1 英 ['terətri] 美 ['terətɔːri] n. 领土；领域；版图；范围
547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48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49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550 tot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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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1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52 trapping 1 ['træpɪŋ] n. 诱捕 （复数）trappings: 装饰物； 象征的符号. 动词trap的现在分词.
553 trend 1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55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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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6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557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558 unidentified 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59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560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61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562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563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564 vanquish 1 ['væŋkwiʃ] vt.征服；击败；克服；抑制（感情等）
565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566 violates 1 ['vaɪəleɪt] v. 侵犯；违反；扰乱；亵渎；强奸
567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568 voting 1 ['vəutiŋ] adj.投票的 n.投票；选举 v.投票（vote的ing形式）；选举
5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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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570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571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572 watchers 1 n.观看的人，观察的人( watcher的名词复数 )
573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574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75 when 1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569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w 1 [hwju:] int.哟！；唷！（表示惊讶、失望、厌恶等）
577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578 with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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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9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576

旺德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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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1 YouTube 1 英 ['juːtjuːb] 美 ['juːt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5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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