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8-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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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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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4 absorbing 1 [əb'sɔ:biŋ] adj.吸引人的；极有趣的 v.吸收（absorb的ing形式）
5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6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7 actually 3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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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10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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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13 ain 1 [æn] adj.（苏格兰）自己的 n.艾因河；一种压缩软件
14 air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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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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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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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8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19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0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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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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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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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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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27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8 apparatus 1 n.装置，设备；仪器；器官
29 approve 1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30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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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2 as 10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33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34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35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36 at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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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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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tics 1 n.阁楼( attic的名词复数 )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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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

古斯特

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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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

间色
41

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bab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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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

back 2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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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44 barbershop 2 ['bɑ:bəʃɔp] n.理发店 adj.有男声合唱之和声的
45 be 1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4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47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48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49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50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51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2 behind 3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53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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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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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

特

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57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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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 bill 2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60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61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56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2

1 [blaind] adj.盲目的；瞎的 adv.盲目地；看不见地 n.掩饰，借口；百叶窗 vt.使失明；使失去理智 n.(Blind)人名；(法)布兰；
(德、瑞典)布林德

blind

blinding 1 ['blaindiŋ] n.碎石子 adj.使人眩目的；使人失去判断力的
64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65 bring 1 vt.拿来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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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 building 3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67 buildings 4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68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69 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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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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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calf 2 n.[解剖]腓肠，小腿；小牛；小牛皮；(鲸等大哺乳动物的)幼崽
72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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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 calm 1 [kɑ:m, kɑ:lm] adj.静的，平静的；沉着的 vt.使平静；使镇定 vi.平静下来；镇定下来 n.风平浪静 n.(Calm)人名；(法、德)卡尔
63

姆

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76 Cameron 1 ['kæmərən] n.卡梅伦/隆（男子名）
77 camp 2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78 ca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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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8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1 carport 1 ['kɑ:pɔ:t] n.车库；（美）车棚
82 carrier 2 ['kæriə] n.[化学]载体；运送者；带菌者；货架 n.(Carrier)人名；(英)卡里尔；(法)卡里耶
83 Carroll 2 ['kærəl] n.卡罗尔（罗马人的姓）
84 catastrophic 1 adj.灾难的；悲惨的；灾难性的，毁灭性的
85 category 2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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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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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88 challenging 1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89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87

钱斯

Charles 1 [tʃɑ:lz] n.查尔斯（人名）
91 cheap 1 [tʃi:p] adj.便宜的；小气的；不值钱的 adv.便宜地
92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90
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checking 1 ['tʃekiŋ] n.校验；[电子][通信]抑制；[涂料]龟裂；检查；[力]裂纹
94 chill 1 [tʃil] n.寒冷；寒意；寒心 adj.寒冷的；冷漠的；扫兴的 vt.冷冻，冷藏；使寒心；使感到冷 vi.冷藏；变冷
9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96 climates 1 [k'laɪməts] 气象条件
97 climbed 1 [klaɪm] v. 攀登；爬；上升 n. 爬；攀爬处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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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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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00 cold 2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101 colder 1 英 [kəʊdə] 美 [koʊdə] adj. 更冷的 形容词cold的比较级形式.
102 Columbus 1 [kə'lʌmbəs] n.哥伦布（美国一座城市）；哥伦布（意大利航海家）
103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104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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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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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 commercial 1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108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109 company 3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110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111 condenser 2 [kən'densə] n.冷凝器；[电]电容器；[光]聚光器
112 conditioners 2 调理剂
113 conditioning 4 n.调节；条件作用；整修；训练，健身训练 v.以…为条件（condition的ing形式）
114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115 consumption 1 [kən'sʌmpʃən] n.消费；消耗；肺痨
116 contrast 1 [kən'trɑ:st, -'træst, 'kɔntrɑ:st, -træst] vi.对比；形成对照 vt.使对比；使与…对照 n.对比；差别；对照物
117 cool 6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99
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118

cooled

1 [kuːl] adj. 凉爽的；凉的；冷静的；冷漠的 vt. (使)变凉；(使)冷却；(使)冷静 vi. 变凉；冷静下来 n. 凉爽；冷静；凉快

adv. 冷静地

cooler 3 n.冷却器；清凉剂 adj.更冷的（cool的比较级）
120 cooling 12 ['ku:liŋ] adj.冷却的 n.冷却 n.(Cooling)人名；(英)库林
121 cools 1 [kuːl] adj. 凉爽的；凉的；冷静的；冷漠的 vt. (使)变凉；(使)冷却；(使)冷静 vi. 变凉；冷静下来 n. 凉爽；冷静；凉快
119

adv. 冷静地

copy 2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23 correspondent 2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24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125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26 crane 11 [krein] n.吊车，起重机；鹤 vi.伸着脖子看；迟疑，踌躇 vt.用起重机起吊；伸长脖子 n.(Crane)人名；(意、葡)克拉内；
122

(英、法、西)克兰
127

cuddle

1 ['kʌdl] vi.拥抱；偎依；舒服地贴著身睡 vt.拥抱；亲热地搂住；抚爱地拥抱 n.搂抱，拥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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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ute 1 [kju:t] adj.可爱的；漂亮的；聪明的，伶俐的
129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130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31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132 dave 1 [deiv] n.戴夫（男子名）
133 d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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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8

土)达伊

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135 declaration 1 [,deklə'reiʃən] n.（纳税品等的）申报；宣布；公告；申诉书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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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138 designed 2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139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140 destruction 2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141 developed 2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142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143 devised 1 [dɪ'vaɪz] vt. 设计；发明；遗赠
144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45 difference 2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146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134

关系

directly 1 [英 [dəˈ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148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149 do 2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147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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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151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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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3 dow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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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0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wnsides 1 n.下降趋势（downside的复数形式）
155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156 dumping 1 ['dʌmpiŋ] n.倾销；倾泻 v.倾倒（dump的ing形式）
157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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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 Edwards 1 ['edwədz] n.爱德华兹（姓氏）
160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161 efficient 1 [i'fiʃənt] adj.有效率的；有能力的；生效的
162 efficiently 1 [i'fiʃəntli] adv.有效地；效率高地（efficient的副词形式）
163 efforts 3 ['efəts] 努力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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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electrical 1 [i'lektrikəl] adj.有关电的；电气科学的
166 electricity 6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167 elephant 2 ['elifənt] n.象；大号图画纸
168 Eli 1 ['i:lai] n.伊莱（男子名）
169 embedded 1 [im'bedid] adj.嵌入式的；植入的；内含的 v.嵌入（emb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170 emit 1 [i'mit] vt.发出，放射；发行；发表
171 enabling 1 [en'eibliŋ] adj.授权的 v.使能够；授权给（enable的现在分词）
1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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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d 3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173 energy 4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174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175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76 evacuate 1 [i'vækjueit] vt.疏散，撤退；排泄 vi.疏散；撤退；排泄
177 even 3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172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ually 2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179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80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181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182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183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184 expected 3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85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186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187 Fahrenheit 1 ['færəhait] adj.华氏温度计的；华氏的 n.华氏温度计；华氏温标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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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9 Fede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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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78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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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1 film 1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192 films 1 [fɪlm] n. 电影；薄膜；胶卷 vt. 把 ... 拍成电影；给 ... 覆上一薄层；拍照片 vi. 变朦胧；拍摄电影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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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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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shing 1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196 flattened 1 英 ['flætnd] 美 ['flætənd] adj. 被弄平的；垂头丧气的 动词flatt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97 fl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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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5

德

flooded 1 adj. 充满的，充斥的；浸没的，淹没的；灌溉的 v. 淹没，发生水灾（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99 flows 1 [f'ləʊz] n.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.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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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01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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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98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s 1 ['fɔː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204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205 fourchon 2 富尔雄
206 Francis 2 ['frɑ:nsis] n.弗朗西斯（男子名，义为自由之人）
207 frank 1 [fræŋk] adj.坦白的，直率的；老实的 n.免费邮寄特权 vt.免费邮寄
208 frankie 5 n.弗兰基（姓名）
209 frankly 1 ['fræŋkli] adv.真诚地，坦白地
210 freezing 1 ['fri:ziŋ] adj.冰冻的；严寒的；冷冻用的
211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12 frost 1 [frɔst] vt.结霜于；冻坏 vi.结霜；受冻 n.霜；冰冻，严寒；冷淡 n.(Frost)人名；(英、捷、葡、瑞典、德、匈、罗、丹、
203

俄)弗罗斯特

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214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215 generators 1 [d'ʒenəreɪtəz] 生成元；发电机; 发生器（名词generator的复数形式）
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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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17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218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19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220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221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222 g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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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224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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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23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ldstein 10 戈德斯坦
226 gone 3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227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228 go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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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30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231 grandmother 1 ['grænd,mʌðə] n.祖母；女祖先 vt.当…的祖母 vi.当祖母
232 grass 2 [grɑ:s, græs] n.草；草地，草坪 vt.放牧；使……长满草；使……吃草 vi.长草 n.(Gra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瑞典、英)格拉
225

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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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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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grids 2 [ɡ'rɪdz] 网格
236 grocery 1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237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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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38 haircut 1 ['hεəkʌt] n.理发；发型
239 handful 1 ['hændful] n.少数；一把；棘手事
240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241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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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hauling 1 英 ['həʊlɪŋ] 美 ['hoʊlɪŋ] n. 搬运；运输 动词haul的现在分词形式.
243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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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4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245 h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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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233
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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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 heat 2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249 heft 1 [heft] n.重量；重要性 vt.举起；举起试重量 vi.称重量 n.(Heft)人名；(英)赫夫特
250 hefty 1 ['hefti] adj.重的；肌肉发达的；异常大的 adv.强有力地；非常 n.体格健壮的人 n.(Hefty)人名；(英)赫夫蒂；(法)埃夫蒂
251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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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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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53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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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54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55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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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2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258 his 7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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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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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isting 1 ['hɔɪstɪŋ] n. 起重；提升 动词hoist的现在分词.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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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
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263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264 hot 3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262

特

hotter 1 [hɔtə] adj.热的；热烈的
266 Houma 2 侯马金代董氏墓 霍马
267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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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

名；(英)豪斯

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270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71 howell 1 n. 豪厄尔
272 humidity 1 [hju:'midəti] n.[气象]湿度；湿气
273 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274 hurricane 7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275 hurricanes 2 ['hʌrikənz] n. 飓风（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）
276 Ida 7 ['aidə] n.艾达（女子名）
277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78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279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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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81 in 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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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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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83 inches 1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284 increased 1 [ɪn'kriː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85 incredibly 1 [in'kred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非常地
286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287 inferred 1 英 [ɪn'fɜː(r)] 美 [ɪn'fɜːr] vt. 推断；猜测；暗示 vi. 作出推论
288 infrared 1 [,infrə'red] n.红外线 adj.红外线的
289 inland 1 ['inlənd, -lænd] n.内地；内陆 adj.内陆的；内地的；国内的 adv.在内地；向内地；向内陆；在内陆
290 innovation 1 [,inəu'veiʃən] n.创新，革新；新方法
291 installed 3 [ɪns'tɔːld] adj. 安装的；任命的 动词insta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92 insulated 1 ['insə,leitəd] adj.[电]绝缘的；隔热的 v.使…绝缘（insulate的过去式）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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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4 inventors 1 [ɪn'ventəz] 发明者
295 invisible 1 [in'vizəbl] adj.无形的，看不见的；无形的；不显眼的，暗藏的
296 is 2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97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298 it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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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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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300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301 James 1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302 Jason 2 ['dʒeisən] n.詹森（男子名）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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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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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305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306 ju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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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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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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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9 knees 1 [niː] n. 膝盖；膝关节
310 knocked 1 英 [nɒk] 美 [nɑːk] v. 敲击；互撞；攻击 n. 敲；敲门；敲打
311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312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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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4 landfall 3 ['lændfɔ:l] n.着陆；[水运]初见陆地；到达陆地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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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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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ura 1 ['lɔ:rə] n.劳拉（女子名）
317 layers 1 ['leɪəs] n.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.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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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9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320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321 lennox 1 n. 伦诺克斯
322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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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3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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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4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325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326 little 2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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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8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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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load 1 [ləud] n.负载，负荷；工作量；装载量 vi.[力]加载；装载；装货 vt.使担负；装填
331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332 look 2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316

(英)卢克

looks 2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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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5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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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3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Louisiana 8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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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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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6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3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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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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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1 m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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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40
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43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344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345 maximizes 1 ['mæksɪmaɪz] v. 使增加至最大限度；充分利用
3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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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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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8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349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350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51 meteorologists 1 n.气象学( meteorology的名词复数 )
352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353 Miles 3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354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355 Mississippi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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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56 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357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358 moments 1 英 ['məʊmənt] 美 ['moʊmənt] n. 片刻 名词moment的复数形式.
359 momma 1 ['mɔmə] n.妈妈 n.(Momma)人名；(尼)蒙马
360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6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362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363 mo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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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46

以)莫雷
3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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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st

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366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67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368 muc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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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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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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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 name 2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365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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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3 nanotechnology 1 ['nænəutek'nɔlədʒi] n.纳米技术
374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375 nature 2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376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37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378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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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0 never 3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81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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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3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384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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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6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387 northwest 2 [,nɔ:θ'west] adj.西北的；向西北的；来自西北的 n.西北 adv.在西北；向西北；来自西北
388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89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390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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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392 objects 2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393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394 of 4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95 off 4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96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397 Ohio 3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398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99 O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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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1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401 one 4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402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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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4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405 operate 2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406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407 optical 1 ['ɔptikəl] adj.光学的；眼睛的，视觉的
408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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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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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0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411 Orleans 1 [ɔ:'liənz] n.奥尔良（法国城市）
412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13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14 o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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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0

灭；驱逐
4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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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overworked 1 英 [ˌəʊvə'wɜːkt] 美 [ˌoʊvər'wɜːrkt] adj. 工作过度的；过分劳累的 动词over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17 panel 1 ['pænl] n.仪表板；嵌板；座谈小组，全体陪审员 vt.嵌镶板 n.(Panel)人名；(英、法)帕内尔
418 panels 7 ['pænl] n. 嵌板；仪表盘；面板；座谈小组；陪审团 v. 嵌镶
419 parish 1 ['pæriʃ] n.教区 地方行政区
420 par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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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6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422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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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4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425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26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427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428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429 phenomenon 1 [fi'nɔminən, fə-] n.现象；奇迹；杰出的人才
430 phoebe 2 ['fi:bi:] n.燕雀类的小鸟
431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432 pipes 1 [paips] n.管线，管道；[材]管子（pipe复数形式） v.吹奏管乐；尖声叫嚷（pip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Pipes)人名；
421

(英)派普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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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

place

4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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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435

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pla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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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37 plum 1 [plʌm] n.李子；梅子；洋李；紫红色 adj.人所希望的；有利的；上等的 n.(Plum)人名；(德、西)普卢姆；(英)普拉姆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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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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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36
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pounds 1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441 pow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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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0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443 prayed 1 [preɪ] v. 祈祷；请求；恳求；祈求
44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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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6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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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42

的

properties 2 [p'rɒpətɪz] n. 道具；属性；性能；资产；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.
449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450 rachel 1 ['reitʃəl] n.雷切尔（女子名）
451 radiation 2 n.辐射；放射物
452 radiative 4 ['reidiətiv] adj.辐射的；放射的；发光的；放热的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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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4 rainy 1 ['reini] adj.下雨的；多雨的 n.(Rainy)人名；(英)雷尼
455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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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7 readily 1 ['redili] adv.容易地；乐意地；无困难地
458 really 4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59 rea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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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0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448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covery 3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462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463 reflective 2 [ri'flektiv] adj.反射的；反映的；沉思的
464 refrigerant 1 [ri'fridʒərənt, ri:-] n.制冷剂 adj.制冷的；冷却的
465 refrigeration 2 [ri,fridʒə'reiʃən, ri:-] n.制冷；冷藏；[热]冷却
466 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467 reliably 1 [ri'laiəbli] adv.可靠地；确实地
468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469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470 requested 1 [rɪ'kwestɪd] adj. 被请求的；必要的 动词requ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71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472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473 rescuers 1 n.救援者（rescuer的复数）
474 restoring 1 [rɪs'tɔːrɪŋ] n. 恢复；复原 动词rest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75 retail 1 ['ri:teil] vt.零售；转述 vi.零售 n.零售 adv.以零售方式 adj.零售的 n.(Retail)人名；(法)勒塔伊
476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477 ridden 1 ['ridən] adj.充斥…的；受虐待的 v.骑（ride的过去分词）
478 ride 1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461
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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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479

3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ght

ripped 1 [ript] adj.喝醉的；受毒品麻醉的 v.撕；扯（rip的过去分词）
481 rises 1 [raɪz] vi. 上升；升起；增加；起床；反抗；复活 n. 上升；增加；斜坡；小山
482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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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4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485 roared 1 英 [rɔː(r)] 美 [rɔːr] v. 吼叫；咆哮 n. 吼声；咆哮；轰鸣；喧闹
486 rode 1 [rəud] v.骑（ride的过去式） n.(R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俄、塞、瑞典)罗德
487 roof 5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488 roofs 4 屋顶
489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480
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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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1 running 2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490

人名；(英)朗宁

runs
493 rush
492

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 [rʌʃ] n.冲进；匆促；急流；灯心草 adj.急需的 vt.使冲；突袭；匆忙地做；飞跃 vi.冲；奔；闯；赶紧；涌现 n.(Rush)人
名；(英)拉什

Sacramento 1 [,sækrə'mentəu] n.萨克拉门托（美国加州首府）
495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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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4

拉伯)赛义德

salvage 1 ['sælvidʒ] n.打捞；海上救助；抢救财货；救难的奖金 vt.抢救；海上救助 n.(Salvage)人名；(法)萨尔瓦热
497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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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6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aved 2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499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500 saw 2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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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98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503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04 seasons 1 ['siːznz] n.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.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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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02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507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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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8 seems 1 [siː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509 sense 3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510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511 servers 1 ['sɜːrvərs] n. 【计】服务器；佣人，服务员 名词server的复数形式.
512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13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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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

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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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15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16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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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14

肖

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518 s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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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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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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0 solar 1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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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9
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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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3 southern 2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524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525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526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527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522
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529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528
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530

1 [stɑ:k] adj.完全的；荒凉的；刻板的；光秃秃的；朴实的 adv.完全；明显地；突出地；质朴地 n.(Stark)人名；(俄、罗)斯
塔尔克；(英、芬、法、瑞典)斯塔克；(德)施塔克

stark

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32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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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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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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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5 stays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536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5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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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ore 3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538 storm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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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37
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storms 2 英 [stɔːm] 美 [stɔː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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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1 strain 1 n.张力；拉紧；负担；扭伤；血缘 vi.拉紧；尽力 vt.拉紧；滥用；滤去；竭力 n.(Strain)人名；(英)斯特兰 n.（植物、动
539

物的）品种；种类

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543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544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542

(德)施特鲁克

subscribe 1 [səb'skraib] vi.订阅；捐款；认购；赞成；签署 vt.签署；赞成；捐助
546 sun 2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547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548 sunlight 3 ['sʌnlait] n.日光 n.(Sunlight)人名；(英)森莱特
549 supporter 1 [sə'pɔ:tə] n.支持者；拥护者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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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1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552 surfaces 1 英 ['sɜːfɪs] 美 ['sɜːrfɪs] n. 表面；外表；平面 adj. 表面的；肤浅的 vt. 在 ... 上加表层；使 ... 成平面 vi. 浮到水面；显露；在
545

表面工作

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554 sweet 1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555 system 6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556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557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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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3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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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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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561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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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0

拉伯)塔勒

temperature 3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564 tend 1 [tend] vi.趋向，倾向；照料，照顾 vt.照料，照管
565 Tennessee 1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566 TENS 1 十位
567 than 4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56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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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k 2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569 that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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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0 the 9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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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2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73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74 there 10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575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76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7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78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579 this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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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0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81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82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83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584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85 through 2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586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587 tied 1 [taid] v.系（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系住的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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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8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590 to 4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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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9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4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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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3 toll 1 n.通行费；代价；钟声；伤亡人数 vt.征收；敲钟 vi.鸣钟；征税
594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95 touch 3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591

陶奇
596

toward

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ˈ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
(英)特沃德

trane 1 特拉内
598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99 trees 1 [triː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597

的复数形式

triple 1 ['tripl] adj.三倍的；三方的 n.三倍数；三个一组 vi.增至三倍 vt.使成三倍
60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02 trunk 1 [trʌŋk] n.树干；躯干；象鼻；汽车车尾的行李箱 vt.把…放入旅行箱内 adj.干线的；躯干的；箱子的 n.(Trunk)人名；
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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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德、匈、西)特伦克

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604 typ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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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5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606 unidentified 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607 u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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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8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09 us 4 pron.我们
610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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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1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612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613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614 vide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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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5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616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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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7 warms 1 英 [wɔːm] 美 [wɔːrm] adj. 温暖的；暖和的；热情的 v. 变暖；使暖和 n. 温暖的空气
618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619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20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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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1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622 wavelength 1 ['weivleŋθ] n.[物]波长
6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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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4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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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5 w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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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6 weakened 1 ['wiː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62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628 weighed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629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603

韦尔

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31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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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2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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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0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6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634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35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636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637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38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6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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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0 Willis 2 ['wilis] n.威利斯（姓氏，男名）
641 winds 2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642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6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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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4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645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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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3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647 workload 1 ['wə:kləud] n.工作量
6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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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49 wound 1 [waund] n.创伤，伤口 vt.使受伤 vi.受伤，伤害
650 wow 1 n.极大的成功；一鸣惊人之举；魔兽世界(WorldofWarcraft)；失真 int.（表示极大的惊奇或钦佩）哇，呀
651 wrath 1 [rɔθ, ræθ, rɑ:θ] n.愤怒；激怒
652 wrenching 1 [renfʃɪŋ] adj. 折磨的 n. 修截苗根；苗木铲根 动词wren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65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54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55 yes 5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656 yesterday 2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657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658 you 1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59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60 YouTube 1 英 ['juːtjuːb] 美 ['juːt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661 zoo 3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6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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