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9-14 词频表
the 8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49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1

通话·威妥玛)

of 4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and 4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5 in 38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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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orth 2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7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8 it 20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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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nformationtechnology

tha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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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 they 1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1 Korea 17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12 ar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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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this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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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5 hav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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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unidentified 1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17 but 10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18 not 10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9 their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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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say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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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9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2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23 an 8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4 missiles 8 ['mɪsaɪlz] 导弹
25 no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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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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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re 8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28 delivery 7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29 its 7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30 pandemic 7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31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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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普通话
27

·威妥玛)
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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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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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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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because 6 [bi'kɔz] conj.因为
36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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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

的）食品罐头

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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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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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male 6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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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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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his 6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43 Kim 6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44 male 6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45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46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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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 restaurants 6 餐馆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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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50 Todd 6 [tɔd] n.托德（姓氏，英国化学家，曾获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）
51 we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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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韦
41

尔

workers 6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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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analysts 5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55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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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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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companies 5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57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58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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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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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uring 5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60 he 5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61 jobs 5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62 Korean 5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63 limits 5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64 may 5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65 or 5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66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67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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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5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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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ose 5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69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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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71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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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73 between 4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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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rge 4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68
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city 4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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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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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food 4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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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80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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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

灭；驱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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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82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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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States 4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84 st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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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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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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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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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 York 4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90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91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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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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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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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usinesses 3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9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5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96 cruise 3 [kru:z] vi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vt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n.巡航，巡游；乘船游览 n.(Cruise)人名；(德)克鲁伊泽；(英)克鲁斯
97 dog 3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98 dog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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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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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01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02 grandfather 3 ['grænd,fɑ:ðə] n.祖父；始祖 vt.不受新规定限制
103 happy 3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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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

普

likely 3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106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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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05

以)莫雷
1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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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s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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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110 ord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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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12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13 pa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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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pH 3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115 probably 3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116 saw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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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7 shortage 3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118 ta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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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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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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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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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3 when 3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121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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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125 wor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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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24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127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128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29 appearance 2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130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131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32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33 benefits 2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134 Brian 2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135 channel 2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136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137 communist 2 ['kɔmjunist] n.共产党员；共产主义者 adj.共产主义的
138 concerns 2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139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140 creative 2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141 cricket 2 ['krikit] n.板球，板球运动；蟋蟀
142 cronin 2 ['krəunin] n.克罗宁（姓氏）
143 Dallas 2 ['dæləs] n.达拉斯（美国城市）
144 despite 2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145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46 don 2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147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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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6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ed 2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149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150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148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52 fees 2 n.[会计]费用（fee的复数）；规费 n.(Fees)人名；(德、法)费斯
153 fire 2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151

枪；激动；烧火

forced 2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155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15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57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58 hazmat 2 [hæzmæt] abbr.危险物料（hazardousmaterial）
159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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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60 horses 2 ['hɔːsɪz] n. 马（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） v. 骑马；捉弄（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161 improved 2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62 inaudible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163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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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4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Jong 2 [jɔŋ] n.小伙子；（旧时的）青年男奴 n.(Jo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永；(德、荷)容
165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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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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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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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7 keeping 2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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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oreans 2 朝鲜人
169 labor 2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168

拉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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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lee 2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170

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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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17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75 meeting 2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176 midnight 2 ['midnait] n.午夜，半夜12点钟 adj.半夜的；漆黑的
177 missing 2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178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179 non 2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180 nuclear 2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181 olympics 2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182 orders 2 英 ['ɔːdə(r)] 美 ['ɔː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172

预定，订货
1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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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owner 2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185 parade 2 [pə'reid] n.游行；阅兵；炫耀；行进；阅兵场 vt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vi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n.(Parade)人名；
184

(法、德)帕拉德

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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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7 permanent 2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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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

莱斯

platforms 2 [p'lætfɔːmz] 平台
190 player 2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191 plays 2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189
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193 regime 2 [rei'ʒi:m, ri-, ri'dʒi:m] n.政权，政体；社会制度；管理体制
194 restaurant 2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195 robots 2 ['rəʊbɒts] 机器人
196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197 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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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9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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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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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staff 2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199
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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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suit 2 vt.适合；使适应 n.诉讼；恳求；套装，西装；一套外衣 vi.合适；相称
204 suits 2 [suːt] n. 套装；诉讼；请求 v. 适合；方便；满足
205 surprise 2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206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207 texas 2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208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2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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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ird 2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210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211 trouble 2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212 trucks 2 [trʌk] n. 卡车；手推车；敞篷货车 n. 交易；交往；商品蔬菜；实物工资；<口>垃圾 v. 以卡车运 v. 交易；打交道
213 un 2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214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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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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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7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218 ways 2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219 weapons 2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220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221 weight 2 [weit] n.重量，重力；负担；砝码；重要性 vt.加重量于，使变重 n.(Weigh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格特
222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223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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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
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225

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227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228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229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230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231 affection 1 [ə'fekʃən] n.喜爱，感情；影响；感染
232 AFL 1 abbr. 美国劳工联合会(=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) abbr. 美国足球联盟(=American Football League)
233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234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235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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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7 agreements 1 [əɡ'riːmənts] n. 协定
238 Aides 1 n. 助手；副官 名词aide的复数形式.
239 ain 1 [æn] adj.（苏格兰）自己的 n.艾因河；一种压缩软件
240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241 aircraft 1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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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3 allies 1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244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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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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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7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248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249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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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1 anybody 1 ['eni,bɔdi] pron.任何人 n.重要人物
252 apparently 1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253 appearing 1 [ə'piəriŋ] n.[印刷]版面高度 v.出现，显得（appear的ing形式）
254 applications 1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2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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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256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257 athletes 1 ['æθliːts] 运动员
258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59 ball 1 [bɔ:l] n.球；舞会 vi.成团块 vt.捏成球形 n.(Ball)人名；(土)巴勒；(英、西)鲍尔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)巴尔
260 ballistic 1 [bə'listik] adj.弹道的；射击的
261 b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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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
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263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264 behalf 1 [bi'hɑ:f] n.代表；利益
265 Beijing 1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266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267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262
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269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270 birthday 1 ['bə:θdei] n.生日，诞辰；诞生的日子
271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272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273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274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275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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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7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278 cadence 1 ['keidəns] n.节奏；韵律；抑扬顿挫 n.(Cadence)人名；(法)卡当斯
279 calming 1 ['kaːmɪŋ] n. 平静；镇定 动词calm的现在分词形式.
280 capability 1 [,keipə'biləti] n.才能，能力；性能，容量
281 capacity 1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282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283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284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285 caused 1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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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68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288 CIO 1 abbr. 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（=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）；首席信息官（=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）
289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290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291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287
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293 cocker 1 ['kɔkə] vt.娇养；溺爱；放纵 n.斗鸡的人；长耳猎犬 n.(Cocker)人名；(英)科克尔
294 colored 1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295 commemorating 1 [kə'meməreɪt] vt. 纪念
296 commenting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297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298 complain 1 [kəm'plein] vi.投诉；发牢骚；诉说 vt.抱怨；控诉
299 confidence 1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2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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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fident 1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301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302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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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4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305 cou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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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00

(法)库尔

customary 1 ['kʌstə,məri] adj.习惯的；通常的 n.习惯法汇编
307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308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309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310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311 defend 1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312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313 demonstrate 1 ['demənstreit] vt.证明；展示；论证 vi.示威
314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315 descending 1 [di'sendiŋ] adj.下降的；下行的 n.递减；下行 v.下降（descend的ing形式）
316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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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18 desirable 1 [di'zaiərəbl] adj.令人满意的；值得要的 n.合意的人或事物
319 desperate 1 ['despərət] adj.不顾一切的；令人绝望的；极度渴望的
320 detect 1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321 dictator 1 [dik'teitə, 'dikteitə] n.独裁者；命令者
322 dining 1 [dainiŋ] n.吃饭，进餐 v.吃饭（dine的现在分词）
323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324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325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326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327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328 drinks 1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329 drivers 1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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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1 economics 1 [,i:kə'nɔmiks] n.经济学；国家的经济状况
332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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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4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335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336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337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338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339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340 evoke 1 [i'vəuk] vt.引起，唤起；博得
341 expired 1 adj. 到期的 动词exp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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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06

(英)法克特

factory 1 ['fæktəri] n.工厂；制造厂；代理店
344 familiar 1 [fə'miljə] adj.熟悉的；常见的；亲近的 n.常客；密友 n.(Familiar)人名；(西)法米利亚尔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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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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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stest 1 ['fɑːstɪst] adj.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.
347 feature 1 ['fi:tʃə] n.特色，特征；容貌；特写或专题节目 vi.起重要作用 vt.特写；以…为特色；由…主演
348 featured 1 ['fi:tʃəd] adj.特定的；被作为特色的；有…的面貌特征的 v.使…有特色；起重要作用（feature的过去分词）
349 fee 1 [fi:] n.费用；酬金；小费 vt.付费给…… n.(Fee)人名；(英、柬)菲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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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1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346
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353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354 filling 1 ['filiŋ] n.填充；填料 v.填满；遍及（fill的ing形式） n.(Filling)人名；(瑞典)菲林
355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356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357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358 firing 1 ['faiəriŋ] n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；生火 v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（fire的ing形式）；点燃；激励 n.(Firing)人名；(英)法尔林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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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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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 flares 1 [fleəs] n. 喇叭裤 名词flare的复数形式.
362 flick 1 ['flik] vt.轻弹；忽然摇动；轻轻拂去 vi.轻弹；忽然摇动；轻轻拂去 n.弹开；快速的轻打；轻打声 n.(Flick)人名；(德、
360

法、英、意、葡)弗利克

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364 flocking 1 ['flɔkiŋ] n.棉屑；羊毛屑；植绒花纹 v.群集；簇拥（flock的ing形式）
365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366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367 footage 1 ['futidʒ] n.英尺长度；连续镜头；以尺计算长度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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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63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ation 1 [fɔ:'meiʃən] n.形成；构造；编队
370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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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2 founding 1 ['faundiŋ] adj.创办的；发起的 v.[机]铸造；建造；以…为基础（found的ing形式） n.[机]铸造；溶解
373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374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375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376 genuinely 1 ['dʒenjuinli] adv.真诚地；诚实地
377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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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8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379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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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69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381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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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3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384 hamburger 1 n.汉堡包，火腿汉堡；牛肉饼，肉饼；碎牛肉 n.(Hamburger)人名；(英)汉堡；(瑞典)汉布里耶；(德)汉布格尔
385 handling 1 ['hændliŋ] n.处理 adj.操作的 v.负责；对待（handle的ing形式）；触摸
38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387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388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389 hardship 1 ['hɑ:dʃip] n.困苦；苦难；艰难险阻
3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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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391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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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93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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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396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397 hiring 1 ['haiəriŋ] n.雇用；租用 v.雇用（hire的ing形式）
398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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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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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95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over 1 ['hu:və] vi.胡佛电动吸尘 n.胡佛电动吸尘器
402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403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404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405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406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401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Il 1 abbr.内层（InsideLayer）；左内锋（InsideLeft）；仪表着陆（InstrumentLanding）；解释语言（InterpretativeLanguage）
408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409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410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411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412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413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414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415 interfering 1 [,intə'fiəriŋ] adj.干涉的；多管闲事的 v.妨碍（interfere的ing形式）
416 internally 1 [in'tə:nəli] adv.内部地；国内地；内在地
417 interrupted 1 [intə'rʌptid] adj.中断的；被打断的；不规则的 vt.打断；中断（interrupt的过去分词）
418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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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9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20 Irish 1 ['aiəriʃ] adj.爱尔兰的；爱尔兰人的 n.爱尔兰人；爱尔兰语；爱尔兰
421 Irving 1 ['ə:viŋ] n.欧文（男子名，涵义为海的朋友）；欧文（美国作家）
422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423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424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425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426 jean 1 [dʒi:n, dʒein] n.牛仔裤；[纺]斜纹棉布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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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7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429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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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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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2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433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434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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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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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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436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435

水；汽艇

launching 1 ['lɔ:ntʃiŋ, 'lɑ:n] n.发射；下水；创设 v.发射；发动；开始从事（launch的ing形式）
438 la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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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37

(英、缅、柬)劳

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440 lawsuit 1 ['lɔ:sju:t] n.诉讼（尤指非刑事案件）；诉讼案件
441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442 leaders 1 [liː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443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444 leash 1 [li:ʃ] n.皮带；束缚 vt.束缚；用皮带绑住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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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6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447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439

名；(法)勒韦尔
448

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450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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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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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3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449
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455 ma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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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4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457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458 manipulating 1 [mə'nɪpjuleɪt] vt. 操纵；操作；控制；利用；(巧妙地)处理；篡改
459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460 marcher 1 ['mɑ:tʃə] n.行进者，游行者 n.(Marcher)人名；(法)马尔谢
461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462 marketing 1 ['mɑ:kitiŋ] n.行销，销售 v.出售；在市场上进行交易；使…上市（market的ing形式）
463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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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5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466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4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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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8 Metro 1 ['metrəu] 麦德龙
469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470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471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472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47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47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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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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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6

(姓)；(英)内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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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arrative 1 ['nærətiv] n.叙述；故事；讲述 adj.叙事的，叙述的；叙事体的
47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479 newsweek 1 [nju:zwi:k] n.新闻周刊（美国一杂志）
480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481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482 nightshift 1 ['naɪtʃɪft] n. 夜班(夜班工人总称)
483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484 noteworthy 1 ['nəut,wə:ði] adj.值得注意的；显著的
485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486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487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488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489 Olympic 1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490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491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492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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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4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495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496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497 orange 1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498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499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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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1 owns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502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503 pageantry 1 ['pædʒəntri] n.壮观，华丽；露天历史剧
504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505 parades 1 n. 游行；检阅 名词parade的复数形式.
506 paratroopers 1 n. 伞兵（paratrooper的复数形式）；空降兵；空挺部队
507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477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ipating 1 [pɑː'tɪsɪpeɪtɪŋ] adj. 一起参加的
509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510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511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512 Patrick 1 ['pætrik] n.帕特里克（男子名）
513 perfectly 1 ['pə:fiktli] adv.完美地；完全地；无瑕疵地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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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8

典)皮克

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516 Pittsboro 1 n. 皮茨伯勒(在美国；西经 79º12' 北纬 35º46')
517 Plano 1 ['pleinən] adj.（透镜）平的 n.普莱诺（美国一城市）
518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519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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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1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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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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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ractices 1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524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52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526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5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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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8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529 propaganda 1 [,prɔpə'gændə] n.宣传；传道总会
530 protestor 1 [prəu'testə] n.抗议者
531 purportedly 1 [pə:'pɔ:tidli, 'pə:p-, 'pə:pət-] adv.据称，据称地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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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23

(泰、缅)布

Pyongyang 1 ['pjʌŋjɑ:ŋ] n.平壤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）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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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

克

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536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537 rd 1 abbr. (DOS命令) 删除空的子目录(=remove directory) abbr. 注册营养师(=Registered Dietitian) abbr. 乡村投递（=rural delivery）
538 reached 1 到达
539 realizes 1 ['riːəlaɪz] vt. 实现；了解；意识到；变卖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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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542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5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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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4 references 1 ['refrəns] n. 参考；参照；出处；推荐人；推荐函 v. 注明出处；附参考资料
545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546 relegated 1 ['relɪɡeɪt] v. 使降级；流放；移交；委任
547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548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549 remarkably 1 [ri'ma:kəbli] adv.显著地；非常地；引人注目地
550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551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552 resources 1 [rɪ'sɔː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553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554 revenue 1 n.税收收入；财政收入；收益
555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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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7 rivals 1 ['raɪvl] n. 竞争者；对手；同伴 adj. 竞争的 v. 竞争；与 ... 相匹敌
558 rogue 1 [rəug] n.流氓；小淘气；凶猛的离群兽；（尤指植物的）劣种 vi.游手好闲；去劣；流浪 vt.欺诈；去劣 adj.（野兽）凶猛
535

的 n.(Rogue)人名；(法)罗格

roles 1 ['rəʊlz] n. 角色（名词role的复数形式）
560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559
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rows 1 英 [rəʊz] 美 [roʊz] n. 行 名词row的复数形式.
562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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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1

名；(英)拉什
564

said 1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565

San

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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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567 scoot 1 [sku:t] vi.溜走；快走；骑轻便摩托车 vt.迅速跑开；猛冲 n.疾走；轻便摩托车 n.(Scoot)人名；(英)斯库特
568 seaforth 1 n. 锡福斯(在澳大利亚；东经 116º00' 南纬 32º06')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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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66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retive 1 [si'kri:tiv, 'sikrətiv] adj.秘密的；偷偷摸摸的；促进分泌的
571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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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2 seems 1 [siː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573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574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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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6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77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78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579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580 sic 1 [sik] adv.（拉）原文如此（通常放在括号内）
581 sidestep 1 ['saidstep] vt.回避；横跨一步躲避 vi.回避问题；侧向跨步 n.台阶；横跨的一步
582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583 sills 1 n.[建]基石（sill的复数） n.(Sills)人名；(英、法)西尔斯
584 sing 1 vi.唱歌；歌颂；鸣叫；呼号 vt.唱；用诗赞颂；唱着使 n.演唱；鸣声；呼啸声 n.(Sing)人名；(老、德、泰)辛
585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586 situated 1 ['sitjueitid, -tʃu-] adj.位于…的；处于…境遇的 v.使位于；使处于（situate的过去分词）
587 sky 1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588 slimmer 1 ['slimə] n.减肥者；减轻体重者
589 soldiers 1 ['səuldʒə] n.[军]士兵；战士数量（soldier的复数）
590 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591 somehow 1 adv.以某种方法；莫名其妙地
592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593 spaniel 1 ['spænjəl] n.西班牙猎犬；恭顺的人 vi.嬉戏 vt.向…摇尾乞怜
594 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595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596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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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8 Straits 1 [streits] n.[海洋]海峡；困难（strait的复数）
599 straw 1 [strɔ:] n.稻草；吸管；一文不值的东西 adj.稻草的；无价值的 n.(Straw)人名；(英)斯特劳
600 stroke 1 n.（游泳或划船的）划；中风；（打、击等的）一下；冲程；（成功的）举动；尝试；轻抚 vt.（用笔等）画；轻抚；
570

轻挪；敲击；划尾桨；划掉；（打字时）击打键盘 vi.击球；作尾桨手，指挥划桨；（打字时）击打键盘

style 1 [stail] n.风格；时尚；类型；字体 vt.设计；称呼；使合潮流 vi.设计式样；用刻刀作装饰画 n.(Style)人名；(英)斯泰尔
602 subjec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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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603 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604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605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606 sued 1 [suː] vt. 控告；起诉 vi. 请求；起诉
607 suing 1 [s'juːɪŋ] n. 控诉 动词sue的现在分词形式.
608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609 summits 1 n.（山等的）最高点，峰顶( summit的名词复数 ); 高层会议
610 sung 1 [sʌŋ] v.唱歌（sing的过去分词） n.(Sung)人名；(中)宋(普通话·威妥玛)
611 supplement 1 [英['sʌplɪm(ə)nt] 美['sʌplɪmənt]] vt.增补，补充 n.增补，补充；补充物；增刊，副刊
6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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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613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614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615 svelte 1 [svelt, sfelt] adj.苗条的；线条清晰的；和蔼的
616 synchronized 1 ['sɪŋkrənaɪzd] adj. 同步的 动词synchro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17 table 1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618 tables 1 [teɪblz] n.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.
619 tabs 1 [tæbs] n. 跳格设定；制表符 名词tab的复数形式.
620 tailored 1 ['teiləd] adj.定做的；裁缝做的；剪裁讲究的 v.裁制；调整使适应（tailo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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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2

的）售得金额

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6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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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2

拉伯)塔勒

terrible 1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625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626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627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628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629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630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631 ticket 1 ['tikit] n.票；入场券，标签；（美）候选人名单；证明书；交通罚款单 vt.加标签于；指派；对…开出交通违规罚单
632 tim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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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3 timing 1 ['taimiŋ] n.定时；调速；时间选择 v.为…安排时间；测定…的时间（time的ing形式）
634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6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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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6 Tokyo 1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63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638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639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624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41 trim 1 [trim] vt.修剪；整理；装点 vi.削减 n.修剪；整齐；情形 adj.整齐的 n.(Trim)人名；(意)特里姆
64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43 truck 1 [trʌk] n.卡车；交易；手推车 vi.驾驶卡车；以物易物 vt.交易；以卡车运输 adj.（美）运货汽车的 n.(Truck)人名；(德)特
640

鲁克

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645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646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647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6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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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9 unemployed 1 [,ʌnim'plɔid] adj.失业的；未被利用的
650 unfilled 1 [ʌn'fɪld] adj. 空的；未填充的
651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652 unit 1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653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654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655 unsurpassed 1 英 [ˌʌnsə'pɑːst] 美 [ˌʌnsər'pæst] adj. 未被超越的；非常卓越的
656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6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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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58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659 us 1 pron.我们
6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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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1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662 utilizes 1 ['juːtəlaɪz] vt. <美>利用或使用 =utilise（英）
663 variant 1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664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665 voted 1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666 wages 1 ['weɪdʒɪz] n. 工资；报酬；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；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.
6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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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8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669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670 warheads 1 ['wɔːhedz] 战斗部
6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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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72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673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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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5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676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677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6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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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9 wicket 1 ['wikit] n.小门；三柱门；边门；售票窗
680 wildly 1 ['waildli] adv.野生地；野蛮地；狂暴地；鲁莽地
681 Wilson 1 ['wilsən] n.威尔逊（姓氏）
682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657

温特

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684 woodrow 1 ['wudrəu] n.伍德罗（男子名）
685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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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3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68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88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686
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689

YouTube

1

英 ['juːtjuːb] 美 ['juːtuːb]

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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