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8-30 词汇表
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2 abo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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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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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使
3

符合；使适合

addition 2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6 administration 2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7 Afghan 1 ['æfgæn] n.阿富汗语；阿富汗人 adj.阿富汗人的；阿富汗的
8 Afghanistan 6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9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0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11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2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13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14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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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airlines 1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17 airport 3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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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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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alona 2 [地名] [塞浦路斯] 阿洛纳
21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2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3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4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25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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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and 6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8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29 annual 1 ['ænjuəl] adj.年度的；每年的 n.年刊，年鉴；一年生植物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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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32 approached 1 [æp'rəʊeɪtʃt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（动词approa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3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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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35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36 aren 1 阿伦
37 Armstrong 1 ['ɑ:mstrɔŋ] n.阿姆斯特朗（美国宇航员，登月第一人）
38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39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40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1 as 4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42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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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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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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tack 3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45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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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

古斯特

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48 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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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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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cteria 1 [bæk'tiəriə] n.[微]细菌
50 balm 1 [bɑ:m] n.香油；镇痛软膏；香峰草，香树膏
51 base 1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52 basic 2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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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55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56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57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58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9 bel 1 [beil] n.[物][计量]贝尔（音量比率之单位） n.(Be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葡)[物][计量]贝尔
60 believed 1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61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49

特
62

bett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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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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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birthday 1 ['bə:θdei] n.生日，诞辰；诞生的日子
66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67 blew 1 [blu:] blow的过去式
68 blown 1 [bləun] adj.吹制的，吹出的；开花的，盛开的；喘气的 v.风吹（blow的过去分词） n.(Blown)人名；(英)布洛恩
69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70 bomber 1 ['bɔmə] n.轰炸机；投弹手
71 bombing 1 ['bɔmiŋ] n.[军]轰炸，[军]投弹 v.轰击；引爆炸弹（bomb的ing形式）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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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74 both 2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63

匈)博特

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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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77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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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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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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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

的）食品罐头

cancelled 1 ['kænsəld] adj. 被取消的；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81 canine 2 ['keinain] adj.犬的；犬齿的；犬科的；似犬的 n.犬；[解剖]犬齿 n.(Canine)人名；(英)卡奈因
82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83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8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5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86 catastrophic 1 adj.灾难的；悲惨的；灾难性的，毁灭性的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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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tegory 4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88 caused 1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89 causing 1 [kɔː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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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87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92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93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94 championship 1 ['tʃæmpiənʃip] n.锦标赛；冠军称号；冠军的地位
95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96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97 city 4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98 civilians 1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99 classified 1 [/'klæsifaid] adj.分类的；类别的；机密的 n.分类广告 v.把…分类（classify的过去分词）
100 clean 2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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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
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103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104 cnn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05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106 Colo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107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108 combat 1 ['kɔmbæt, kəm'bæt] vt.反对；与…战斗 vi.战斗；搏斗 n.战斗；争论 adj.战斗的；为…斗争的 n.(Combat)人名；(法)孔巴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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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

梅

comfort 5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111 command 2 [kə'mɑ:nd] vi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 vt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；远望 n.指挥，控制；命令；司令部 n.(Command)人名；(法)
110

科芒

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113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114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115 confidence 1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116 confident 1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117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118 contest 1 vt.争辩；质疑 vi.竞争；争辩 n.竞赛；争夺；争论
119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120 continu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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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21 contributing 1 [kənt'rɪbjuːtɪŋ] adj. 贡献的；起作用的 动词contribute的现在分词.
122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23 core 1 [kɔ:] n.核心；要点；果心；[计]磁心 vt.挖...的核 n.(Core)人名；(英)科尔；(西、意)科雷
124 corpsman 1 ['kɔ:mən] n.海军看护兵；陆军医护兵；战地医护兵
125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26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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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

乐的

coup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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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 course 3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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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
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130

cream

1 [kri:m] n.奶油，乳脂；精华；面霜；乳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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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uring 1 ['kjʊərɪŋ] adj. 治疗的 动词cure的现在分词.
132 cutest 3 [kjuːt] adj. 可爱的；聪明的，精明的，伶俐的；漂亮的 n. 智取敌方的策略或手段；灵巧
133 cyclone 1 ['saikləun] n.旋风；[气象]气旋；飓风
134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135 dangerous 2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136 dawg 1 [dɔ:g] n.狗
137 da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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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31

土)达伊

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139 deadline 1 ['dedlain] n.截止期限，最后期限
140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141 decided 2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142 definition 1 [,defi'niʃən] n.定义；[物]清晰度；解说
143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144 Delaware 1 ['deləwɛə] n.特拉华州（位于美国东部）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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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6 deodorant 4 [di:'əudərənt] adj.除臭的；防臭的 n.除臭剂
147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148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49 dignified 2 ['dignifaid] adj.庄严的；有尊严的；高贵的 v.使高贵（dignify的过去式）
150 dignity 1 ['dignəti] n.尊严；高贵
151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152 directions 1 [dɪ'rekʃnz] n. 用法说明；方向；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.
153 distributes 1 [dɪ'strɪbjuːt] v. 分配；散发；分布
154 distributing 1 [dɪs'trɪbjʊ(ː)tɪŋ] adj. 分布的 及物动词distribute的现在分词.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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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8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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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157 dogs 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158 d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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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9 donation 1 [dəu'neiʃən] n.捐款，捐赠物；捐赠
160 donations 1 [dəʊ'neɪʃnz] 募捐
161 doorstep 1 ['dɔ:step] n.门阶
162 Dover 1 ['dəuvə] n.多佛（英国东南部的港口）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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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6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rone 1 n.雄蜂；嗡嗡的声音；懒惰者 n.无人机（非正式） vi.嗡嗡作声；混日子 vt.低沉地说 n.n.(Drone)人名；(法)德罗纳
165 each 3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66 earplugs 1 ['iəplʌɡz] n. 耳塞
167 Edwards 1 ['edwədz] n.爱德华兹（姓氏）
168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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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
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Elmira 2 [el'mairə] n.埃尔迈拉（美国纽约州中南部城市）
171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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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employee 1 [,emplɔi'i:, em'plɔii:] n.雇员；从业员工
174 end 5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1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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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176 enormous 1 [i'nɔ:məs] adj.庞大的，巨大的；凶暴的，极恶的
177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78 essential 1 [i'senʃəl] adj.基本的；必要的；本质的；精华的 n.本质；要素；要点；必需品
17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80 evacuations 1 n.撤空( evacu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撤离; 撤退; 疏散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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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183 every 3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84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185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86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187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88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189 explosives 1 英 [ɪk'spləʊsɪvz] 美 [ɪk'sploʊsɪvz] n. 炸药；爆破音 名词explosive的复数形式.
190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191 ey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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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 Fahrenheit 1 ['færəhait] adj.华氏温度计的；华氏的 n.华氏温度计；华氏温标
193 failure 1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194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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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6 fantastic 1 adj.奇异的；空想的；异想天开的；古怪的；极好的，极出色的；不可思议的；不切实际的 n.古怪的人
197 fashion 1 ['fæʃən] n.时尚；时装；样式；时髦人物 vt.使用；改变；做成…的形状
198 feel 4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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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182

触摸

feinberg 1 n. 范伯格
201 Feingold 1 n. 范格拉斯
202 fertilizer 1 ['fə:tilaizə] n.[肥料]肥料；受精媒介物；促进发展者
203 fighters 1 歼击机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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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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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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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fix 1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208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209 flooding 2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210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211 food 6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212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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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215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206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217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218 fourchon 1 富尔雄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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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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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21 garage 1 n.车库；汽车修理厂；飞机库 vt.把……送入车库；把（汽车）开进车库 n.（阿拉伯）贾拉杰（人名）
222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223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224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25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26 girl 1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227 give 3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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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230 go 6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220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2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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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ing

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233 gold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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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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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go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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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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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 Grea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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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9 grew 2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240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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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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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3 guarding 1 ['gɑːdɪŋ] n. 防卫；防守 动词guard的现在分词形式.
244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245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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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6 halfway 1 ['hɑ:f'wei] adv.到一半；在中途 adj.中途的；不彻底的
247 hamid 1 n. 哈米德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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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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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0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251 he 1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25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253 healthy 2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254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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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 height 2 [hait] n.高地；高度；身高；顶点
257 hel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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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

普

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259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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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61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62 hero 2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263 hi 2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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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8

名；(英)海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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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66 h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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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7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268 homeland 1 ['həumlænd] n.祖国；故乡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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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
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hop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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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1 hour 2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272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273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74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275 hurricane 11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276 hygiene 6 ['haidʒi:n] n.卫生；卫生学；保健法
277 hygienic 1 [hai'dʒi:nik, ,haidʒi'enik] adj.卫生的，保健的；卫生学的
278 Ida 5 ['aidə] n.艾达（女子名）
279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280 in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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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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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naudible 1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82 insecurity 4 [,insi'kjuərəti] n.不安全；不牢靠；无把握；心神不定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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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4 intensification 4 [in,tensifi'keiʃən] n.强化；加剧；激烈化；增强明暗度
285 intensifies 1 [ɪn'tensɪfaɪ] vt. 增强；强化；加剧
286 internation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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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1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88 Isis 3 ['aisis] n.伊希斯（古埃及的丰饶女神）
289 Islamist 1 [iz'lɑ:mist] n.伊斯兰教主义者；回教教徒
290 i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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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7
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
informationtechnology

items 8 ['aɪtəm] n. 项目；条款；一件商品（或物品）；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. 也
292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93 jeff 2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294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295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296 just 3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29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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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abul 1 ['kɑ:bəl; kə'bu:l] n.喀布尔（阿富汗的首都）
298 Karzai 1 卡尔扎伊（人名）
299 katrina 2 [kə'tri:nə] n.卡特里娜（女子名）
300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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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1 kid 2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302 kids 2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303 killed 4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304 kind 2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305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306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307 lacking 1 ['lækiŋ] adj.缺乏的；没有的；不足的 v.缺少；不足（lack的ing形式）
308 landfall 3 ['lændfɔ:l] n.着陆；[水运]初见陆地；到达陆地
2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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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9

3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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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st

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311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312 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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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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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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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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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7 levies 1 ['levi] n. 征税；召集 vt. 征收；发动 vi. 强收
318 lieu 1 [lju:] n.代替；场所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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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 lip 1 [lip] n.嘴唇；边缘 vt.以嘴唇碰 adj.口头上的 vi.用嘴唇 n.(Lip)人名；(法)利普；(中)猎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东南亚国家
310

华语)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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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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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3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324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325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326 lo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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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1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328 Louis 1 ['lu:i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329 Louisiana 4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330 louisianan 1 adj. 路易斯安那州的；路易斯安那州人的 n. 路易斯安那州人
331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332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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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3 majo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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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7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334

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

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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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7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38 Maria 2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339 Marines 1 n. 海军陆战队
340 Massachusetts 2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341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42 mccarran 1 n. 麦卡伦
343 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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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4 meaningful 1 ['mi:niŋful] adj.有意义的；意味深长的
345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346 mention 1 ['menʃən] vt.提到，谈到；提及，论及；说起 n.提及，说起 n.(Mention)人名；(法)芒雄
347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348 Miles 3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349 militant 1 adj.好战的 n.富有战斗性的人；好斗者；激进分子
350 million 2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351 Mississippi 1 [ˌmisiˈsipi] n.密西西比河（美国河流，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）；密西西比州（美国州名）
352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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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35

以)莫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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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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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53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tivated 1 ['məutiveitid] adj.有动机的；有积极性的 v.使产生动机；激发…的积极性（motiv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56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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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 mum 2 [mʌm] adj.沉默的 n.妈妈（口语）；沉默；菊花 vi.演哑剧 int.别说话
358 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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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9 myself 1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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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5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362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363 navy 1 ['neivi] n.海军 深蓝色的
36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365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66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367 Nevada 1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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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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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0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371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372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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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3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374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375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76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77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78 odor 1 ['əudə] n.气味；名声 n.(Odor)人名；(匈)欧多尔
379 of 3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80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81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382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83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384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85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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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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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7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388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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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391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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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2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93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394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395 organizations 3 [ˌɔː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396 Orleans 4 [ɔ:'liənz] n.奥尔良（法国城市）
397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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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99 ourselves 1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400 ou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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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8

灭；驱逐
4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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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土)奥韦尔

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403 packing 1 ['pækiŋ] n.包装；填充物 v.包装；装满；压紧（pack的ing形式）
404 pallet 1 ['pælit] n.托盘，货板；简陋小床；调色板 n.(Pallet)人名；(法)帕莱
405 pallets 1 n. 货盘；简陋的小床；盾上纹章的垂直条纹；踏板（pallet的复数）
406 pantries 1 ['pæntri] n. 食品储藏室；餐具室
407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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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es 1 英 ['pɑːti] 美 ['pɑːr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409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410 partners 1 英 ['pɑːtnə(r)] 美 ['pɑːr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411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412 paste 1 [peist] vt.张贴，裱糊；用浆糊粘 n.面团，膏；糊状物，[胶粘]浆糊 n.(Paste)人名；(法)帕斯泰
413 people 10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14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415 personally 1 ['pə:sənəli] adv.亲自地；当面；个别地；就自己而言
416 pH 2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417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408

典)皮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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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莱斯

418

place

419

port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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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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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0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resents 1 [p'rɪzents] n.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.
423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24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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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22

的

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427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428 products 6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429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430 protected 2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431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432 purchase 1 ['pə:tʃəs] n.购买；紧握；起重装置 vt.购买；赢得 vi.购买东西
433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426

克

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435 rapid 4 ['ræpid] adj.迅速的，急促的；飞快的；险峻的 n.急流；高速交通工具，高速交通网
436 rapidly 1 ['ræpid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；立即
437 razors 1 ['reɪzəz] 剃刀
438 re 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39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4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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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fugees 1 难民
441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442 regular 2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440
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reinvent 1 [,ri:in'vent] vt.重新使用；彻底改造；重复发明（在不知他人已发明的情况下）
444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445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446 rescuers 1 n.救援者（rescuer的复数）
447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448 retrieve 1 [ri'tri:v] vt.[计]检索；恢复；重新得到 vi.找回猎物 n.[计]检索；恢复，取回
449 retriever 2 [ri'tri:və] n.（训练成能寻回猎物的）猎犬；取回的人
450 ri 1 abbr. 折光指数（=refractive index） abbr. 罗得岛（=Rhode Island） abbr. 无线电惯性制导航系统(=Radio-Inertial Guidance
443

System)
451

1 [rəul] vt.卷；滚动，转动；辗 vi.卷；滚动；转动；起伏，摇晃 n.卷，卷形物；名单；摇晃 n.(Ro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
俄、罗、葡、捷、挪、西、瑞典)罗尔

roll

rulers 1 ['ruːləz] 尺子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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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2

名；(英)拉什

safe 2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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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4

拉伯)赛义德
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456

same

457

say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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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59 schools 2 [s'kuːl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460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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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58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urity 2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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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3 selection 1 [si'lekʃən] n.选择，挑选；选集；精选品
464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465 selves 1 ['selvz] n.自己，自我（self的复数）；私心 n.(Selves)人名；(英)塞尔夫斯
466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467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468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69 shampoo 3 [ʃæm'pu:] n.洗发；洗发精 vt.洗发
470 she 4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461

话·威妥玛)

sheer 4 adj.绝对的；透明的；峻峭的；纯粹的 adv.完全；陡峭地 vi.偏航 vt.使偏航；使急转向 n.偏航；透明薄织物
472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473 sic 1 [sik] adv.（拉）原文如此（通常放在括号内）
474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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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6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477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478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479 so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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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0 soap 3 [səup] n.肥皂 vt.将肥皂涂在……上；对……拍马屁（俚语） vi.用肥皂擦洗
481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4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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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ldier 1 ['səuldʒə] n.军人；[昆]兵蚁；懒汉；一片烤面包 vi.当兵；磨洋工；坚持干；假称害病
483 somber 1 ['sɔmbə] adj.忧郁的；昏暗的；严峻的；阴天的
484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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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2

>稍微

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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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7 sorting 1 ['sɔ:tiŋ] n.[计]排序；整理；分类拣选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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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5

形式）

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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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9
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speeds 2 [spiːd] n. 速度；迅速 v. 加速；急行
492 stamps 1 [stæmps] n. 邮票；印章 名词stamp的复数形式.
493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94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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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5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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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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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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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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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8

stock 1 n.股份，股票；库存；血统；树干；家畜 adj.存货的，常备的；平凡的 vt.进货；备有；装把手于… vi.囤积；办货；出
新芽 n.(Stock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施托克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斯托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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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0 storm 6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499
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storms 1 英 [stɔːm] 美 [stɔː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502 story 1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503 strengthened 1 ['streŋθn] v. 加强；变坚固
504 strike 2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501
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sulfate 1 ['sʌlfeit] n.[无化]硫酸盐 vt.使成硫酸盐；用硫酸处理；使在上形成硫酸铅沉淀 vi.硫酸盐化
506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507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508 sustained 1 英 [səs'teɪnd] 美 [sə'steɪnd] adj. 持久的；经久不衰的 动词sust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09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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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5

的）售得金额

taliban 1 n. 塔利班
511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ːr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512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513 terrorist 5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514 terrorists 1 ['terərɪsts] n. 恐怖分子 名词terrorist的复数形式.
515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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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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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ked 1 [θæŋk] v. 感谢；谢谢；责怪 n. 谢意；感谢
517 tha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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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8 the 5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19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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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0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21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522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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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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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se 6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25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26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27 things 6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28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5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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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0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31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32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33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534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535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36 thunderstorms 1 ['θʌndəstɔːmz] 雷暴
537 Thursday 2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538 to 47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524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40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541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542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43 toothbrushes 2 n.牙刷( toothbrush的名词复数 )
544 toothpaste 4 ['tu:θpeist] n.牙膏
545 tornadic 1 [tɔ:'nædik, -'nei-] adj.龙卷风的，飓风的；旋风的
546 trademarked 1 英 ['treɪdmɑːk] 美 ['treɪdmɑːrk] n. 商标；特点
54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48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549 travelers 1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550 tremendously 1 [tri'mendəsli] adv.非常地；可怕地；惊人地
55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52 tropical 3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553 tropics 1 ['trɒpɪks] n. 热带 名词tropic的复数形式.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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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5 try 2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556 tsa 3 n. 二级天线
557 tubes 1 英 [tjuːb] 美 [tuːb] n. 管子；管状物；<英>地铁；电视；管状器官 v. 提供或装上管子
55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59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560 typhoon 1 [tai'fu:n] n.[气象]台风
561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562 unidentified 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63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64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65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566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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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7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68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569 us 2 pron.我们
570 variety 1 [英 [vəˈraɪəti] 美 [vəˈraɪɪti] n.多样；种类；杂耍；变化，多样化
5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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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72 very 2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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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4 viewers 2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575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576 wa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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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7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578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571
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80 wash 1 [wɔʃ, wɔ:ʃ] n.洗涤；洗的衣服；化妆水；冲积物 vt.洗涤；洗刷；冲走；拍打 vi.洗澡；被冲蚀 n.(Wash)人名；(英)沃什；
579

(尼日利)瓦什

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582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83 wat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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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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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586 we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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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588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589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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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8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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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2 were 9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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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4 wheel 1 [hwi:l] n.车轮；方向盘；转动 vt.转动；使变换方向；给…装轮子 vi.旋转；突然转变方向；盘旋飞行
595 when 4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591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597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98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599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600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601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02 wife 2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603 wind 5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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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96
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605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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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7 withdrawal 1 [wið'drɔ:əl, wiθ-] n.撤退，收回；提款；取消；退股
608 witnesses 1 ['wɪtnəs] n. 目击者；证人 vt. 目击；经历；见证；出席；观察 vi. 证明；为(宗教信仰)做见证
609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10 wonderful 2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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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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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4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614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6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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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61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17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18 wraps 1 [ræp] v. 包；裹；覆盖；隐藏 n. 围巾；披肩；包装材料
619 yahtzee 1 n. <主美>(用掷骰子和记分表进行的)"快艇"游戏
620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21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22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623 yesterday 2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624 you 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25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26 YouTube 1 英 ['juːtjuːb] 美 ['juːt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6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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