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9-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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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4 affection 1 [ə'fekʃən] n.喜爱，感情；影响；感染
5 Afghanistan 1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6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7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8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9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10 ain 1 [æn] adj.（苏格兰）自己的 n.艾因河；一种压缩软件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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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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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Alabama 1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14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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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6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17 altitude 1 n.高地；高度；[数]顶垂线；（等级和地位等的）高级；海拔
18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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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2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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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and 4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4 angered 1 英 ['æŋɡə(r)] 美 ['æŋɡər] n. 愤怒；怒火 vt. 激怒 vi. 发火
25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26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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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29 apologized 1 [ə'plɒlədʒaɪzd] adj. 道歉的 动词apolo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0 appointed 1 [ə'pɔintid] adj.约定的，指定的 v.任命；指定；约定时间，地点（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31 arabic 1 ['ærəbik] adj.阿拉伯的；阿拉伯人的 n.阿拉伯语
32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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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4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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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assembly 4 n.装配；集会，集合 n.汇编，编译
36 assistants 1 [ə'sɪstənts] n. 助手；助理；[医]助剂 名词assistant的复数.
37 assisting 1 [ə'sɪst] vt. 帮助；协助 vi. 帮助；出席 n. 帮助；协助；助攻；协助的器械
38 assists 1 [ə'sɪsts] n. 助攻 名词assist的复数形式.
39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40 assuring 1 [ə'ʃʊərɪŋ] adj. 保证的；确信的；使人有自信的
41 astro 3 ['æstrəu] comb.天文的；航天的；宇宙的
42 at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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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3

audience

1 [ˈɔː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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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

2 ['ɔː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August

Australia 2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4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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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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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ckwards 1 ['bækwədz] adv.倒；向后；逆
49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48

匈)邦克

bars 1 [bɑːz] n.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.
51 bbc 2 [ˌbiːbiː'siː] abbr. 英国广播公司(=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)
52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3 because 6 [bi'kɔz] conj.因为
54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55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56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57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58 begin 4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9 behaved 2 v.举止，行为（behave的过去式）
60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61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62 biden 3 n. 拜登(姓氏)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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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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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blooper 1 ['blu:pə] n.大挫折；引起杂音的收音机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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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68 bow 1 [bəu] n.弓；鞠躬；船首 vi.鞠躬；弯腰 vt.鞠躬；弯腰 adj.弯曲的 n.(Bo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茂；(英)鲍
69 breakfast 1 ['brekfəst] n.早餐；早饭 vi.吃早餐 vt.为…供应早餐
70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71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72 burnout 1 ['bə:naut] n.烧坏；燃料烧尽
73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74 businesses 2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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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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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calendar 1 ['kælində] n.日历；[天]历法；日程表 vt.将…列入表中；将…排入日程表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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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 camel 1 ['kæməl] n.[畜牧][脊椎]骆驼；打捞浮筒；工作作风官僚 adj.驼色的；暗棕色的 vi.工作刻板平庸 n.(Camel)人名；(法)卡梅
65

尔；(阿拉伯)卡迈勒

camera 1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82 can 4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8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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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8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5 Carlos 2 ['ka:lɔs] n.卡洛斯（男子名）
86 carol 5 ['kærəl] vi.欢乐地歌唱；唱耶诞颂歌 n.颂歌，赞美诗；欢乐之歌 vt.欢唱；歌颂 n.(Carol)人名；(英)卡罗尔，卡萝尔(女名)
87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83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89 caused 1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90 causing 1 [kɔː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91 CEO 3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92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93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94 challenged 1 ['tʃælindʒid] adj.受到挑战的
95 challenges 3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96 chamber 1 ['tʃeimbə] n.（身体或器官内的）室，膛；房间；会所 adj.室内的；私人的，秘密的 vt.把…关在室内；装填（弹药等）
88

n.(Chamber)人名；(英)钱伯
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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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钱斯

chance

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99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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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
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chimp 1 [tʃimp] n.（非洲的）黑猩猩
102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103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104 circus 1 ['sə:kəs] n.马戏；马戏团
10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106 clawing 1 [klɔː] n. 爪；钳；螯；爪状物 v. 抓；撕
107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108 clip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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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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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10 cnn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11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112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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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communicate 1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115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116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117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118 compliments 1 ['kɒmplɪmənts] n. 贺词；问候 名词compliment的复数形式.
119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120 consumer 4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121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122 contributes 1 [kən'trɪbjuːt] vt. 捐助；投稿 vi. 投稿；贡献；是原因之一
123 conventional 1 [kən'venʃənəl] adj.符合习俗的，传统的；常见的；惯例的
124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25 corndog 2 ['kɔːndɒg] n. <美>(蘸玉米面糊食用的)玉米"热狗"
126 corona 1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127 correspondent 4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28 correspondents 1 n.通讯员，记者( correspondent的名词复数 ); 通信者
129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30 council 4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131 counter 1 [英 [ˈkaʊntə(r)] 美 [ˈkaʊntɚ] n.柜台；对立面；计数器；（某些棋盘游戏的）筹码 vt.反击，还击；反向移动，对着干；
109

反驳，回答 vi.逆向移动，对着干；反驳 adj.相反的 adv.反方向地；背道而驰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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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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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

乐的
1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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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(法)库尔

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36 cradling 1 ['kreidliŋ] n.摇篮；保育；弧顶架 v.抚育；刈割（cradle的ing形式）
137 crazy 1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138 creepy 1 adj.诡异的；令人毛骨悚然的；爬行的
139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140 crosstalk 1 英 ['krɒstɔːk] 美 ['krɔːstɔːk] n. [电子]串话干扰；交调失真；顶嘴；相声
141 cub 1 [kʌb] n.幼兽；不懂规矩的年轻人 vi.生育幼兽
142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135

特
1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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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土)达伊

da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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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144

西)迪尔

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147 deals 1 [diː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148 debate 2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149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150 deepen 1 ['di:pən] vt.使加深；使强烈；使低沉 vi.变深；变低沉
151 delegates 1 ['delɪɡeɪt] n. 代表 v. 派 ... 为代表；委派；授权；委托
152 deli 2 ['deli] n.熟食店；[食品]熟食品（等于delicatessen） n.(Deli)人名；(法、意、罗、塞、匈、瑞典)德利
153 deliberates 1 [dɪ'lɪbərət] adj. 深思熟虑的；故意的；从容不迫的 v. 仔细考虑；研讨
154 departments 1 [dɪ'pɑːtmənts] 政府部门
155 determines 1 英 [dɪ'tɜːmɪn] 美 [dɪ'tɜːrmɪn] v. 决定；决心；确定；测定
156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157 dignity 1 ['dignəti] n.尊严；高贵
158 diplomatic 2 [,diplə'mætik] adj.外交的；外交上的；老练的
159 disarmed 1 [dɪs'ɑːrmd] adj. 缴械的；无防备的 动词disar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60 discussing 1 [dɪ'skʌs] v. 讨论；论述；商量
161 d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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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6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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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163 domestic 1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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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65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162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oor 2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167 dow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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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6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ude 1 n.男人，小伙子 n.(Dude)人名；(德、塞)杜德 n.（非正式）花花公子；纨绔子弟
169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170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71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172 earpiece 1 ['iəpi:s] n.（头戴式）耳机，听筒；眼镜脚
173 economic 3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1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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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cosoc 1 n.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
175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176 employees 3 [ˌemplɔɪ'iː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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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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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 enormous 1 [i'nɔ:məs] adj.庞大的，巨大的；凶暴的，极恶的
180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81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182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183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84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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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87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88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89 exactly 2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190 exports 1 ['ekspɔːrts] n. 出口货；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.
191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192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193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194 fall 3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186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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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198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199 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200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195
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202 female 4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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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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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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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flash 4 [flæʃ] vt.使闪光；反射 n.闪光，闪现；一瞬间 vi.闪光，闪现；反射 adj.闪光的，火速的 n.(Flash)人名；(西)弗拉什
207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205
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fluctuates 1 ['flʌktʃueɪt] vi. 波动；动摇；起伏 vt. 使动摇
209 focuses 1 英 ['fəʊkəs] 美 ['foʊkəs] n. 焦点；焦距；中心 v. （使）集中；聚集
210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211 follow 2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212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213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214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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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8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216

formally

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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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218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219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220 freaking 1 [fri:k] n.怪人，怪事；畸形人；反复无常 adj.奇异的，反常的
221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222 fresh 1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223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224 from 1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25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226 ga 1 abbr.总代理人（GeneralAgent）
227 gazitua 6 加西图阿
228 GDP 1 [ˌdʒiːdiː'piː] abbr. (=gross domestic product)国内生产总值
229 general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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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0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31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232 ginger 1 ['dʒindʒə] n.姜；姜黄色；精力；有姜味 vt.用姜给…调味；使某人有活力 adj.姜黄色的 n.(Ginger)人名；(法)然热；(英)金
217

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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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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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236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233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23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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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ing

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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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241 gosh 1 [gɔʃ] int.天啊；唉；糟了；必定
242 go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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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3 governed 1 英 ['ɡʌvn] 美 ['ɡʌvərn] v. 统治；支配；管理；规定；控制
244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45 graceful 1 ['greisful] adj.优雅的；优美的
246 grappling 1 ['græpliŋ] n.擒拿；探线；锚定 v.抓钩；扭打；握牢（grapple的ing形式）
247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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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 gross 1 [grəus] adj.总共的；粗野的；恶劣的；显而易见的 vt.总共收入 n.总额，总数 n.(Gr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葡、西、
238

俄、芬、罗、捷、匈)格罗斯

guessed 1 [ɡes] v. 推测；猜中；以为 n. 猜测；猜想
250 guide 1 [gaid] n.指南；向导；入门书 vt.引导；带领；操纵 vi.担任向导 n.(Guide)人名；(法、葡)吉德
251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52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249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rnessing 1 英 ['hɑːnɪs] 美 ['hɑːrnɪs] n. 马具；安全带；甲胄；系在身上的绳子 vt. 束以马具；披上甲胄；利用；管理；控制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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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 hav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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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257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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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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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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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adquarters 1 [,hed'kwɔ:təz] n.总部；指挥部；司令部
260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2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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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el 1 [hi:l] n.脚后跟；踵 vt.倾侧 vi.倾侧 n.(Heel)人名；(德)黑尔
262 heels 1 ['hiːlz] n. 鞋后跟；脚后跟；高跟鞋； 名词heel的复数形式.
263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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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

普

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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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66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267 hemisphere 1 ['hemi,sfiə] n.半球
268 h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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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69 here 6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70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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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4

名；(英)海伊

hippo 1 ['hipəu] n.河马；吐根
273 hiring 1 ['haiəriŋ] n.雇用；租用 v.雇用（hire的ing形式）
274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75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276 hole 1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
272

尔

Homewood 2 n. 霍姆伍德(在美国；西经 87º40' 北纬 41º34')
278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279 hospitality 1 [,hɔspi'tæləti] n.好客；殷勤
280 host 1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281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282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83 howlingly 1 ['haʊlɪŋlɪ] adv. 吠地; 咆哮地; 嚎叫地
284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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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7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87 in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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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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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9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290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291 increased 1 [ɪn'kriː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92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293 indo 1 abbr.间略微分重叠法（IntermediateNeglectofDifferentialOverlap） n.(Indo)人名；(意)因多
294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295 informed 1 [in'fɔ:md] adj.消息灵通的；见多识广的 v.通知；使了解；提供资料（inform的过去分词）
296 initially 1 [i'niʃəli] adv.最初，首先；开头
297 inly 1 ['inli] adv.由衷地；在内心深处；亲密地
298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299 instruments 1 ['ɪnstrəmənt] n. 仪器；乐器；工具；器械 v. 用器械（或仪器）装备；向…提交文书
300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301 interact 1 [,intə'rækt] vt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vi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n.幕间剧；幕间休息
302 interacting 1 [ɪntə'ræktɪŋ] n. 相互影响 动词interact的现在分词形式.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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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8

关系的；世界的
304

into

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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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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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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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07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308 issues 4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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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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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311 Jeanne 1 [dʒi:n] n.珍妮（女子名，等于Joanna）
312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313 Jimenez 1 [ji'menez] n.希门尼斯（西班牙诗人）；吉梅内斯（一足球运动员）
314 jobs 6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315 Joe 2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316 joins 1 [dʒɔɪn] v. 连接；加入；参与；和...一起
317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318 judicial 1 [dʒu:'diʃəl] adj.公正的，明断的；法庭的；审判上的
319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320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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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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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323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324 Kennedy 1 ['kenidi] n.肯尼迪（姓氏，美国第35任总统）
325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322
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kicks 1 [kɪk] v. 踢；反冲 n. 踢；反冲；后座力
327 kidding 1 ['kɪdɪŋ] n. 开玩笑 n. 产羔 动词kid的现在分词.
328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326

名；(德)基林

Kirkwood 7 n.(Kirkwood)人名；(英)柯克伍德
330 kneeling 1 [niːlɪŋ] n. 膝腿；跪 动词kneel的现在分词形式.
331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332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333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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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29

拉博

laid 1 [leid] v.放；铺设；安排（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松弛的；从容不迫的 n.(Laid)人名；(瑞典)莱德
336 languages 2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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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8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339 last 4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335
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341 le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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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2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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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44 leisure 1 ['lɛʒə] n.闲暇；空闲；安逸 adj.空闲的；有闲的；业余的 n.(Leisure)人名；(英)莱热
345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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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7 li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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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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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terally 1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349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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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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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1 livestock 1 ['laivstɔk] n.牲畜；家畜
352 locations 1 英 [ləʊ'keʃəns] 美 [loʊ'keʃəns] n. 地点；位置；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.
353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3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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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nger 2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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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54

(英)卢克

looming 1 ['lu:miŋ] n.上现蜃景；庞视；幽影 adj.隐隐约约的；正在逼近的 v.逼近；隐约可见（loom的ing形式）
357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358 lost 3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359 Lou 1 [lu:] n.卢（女子名，等于Louise或Lu）
360 loves 1 [lʌv] v. 爱；热爱；喜欢 n. 爱；热爱；爱情；恋爱；喜爱；情人；(网球)零分
361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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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2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356

因
36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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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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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366 mal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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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365
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ages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369 mandate 2 ['mændeit] n.授权；命令，指令；委托管理；受命进行的工作 vt.授权；托管
370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71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ːr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372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373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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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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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377 meeting 3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378 meets 1 [miːt] v. 遇见；满足 n. 运动会；集会 adj. 合适的
379 Members 4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380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381 microchip 1 ['maikrəutʃip] n.微型集成电路片，微芯片
382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383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384 million 3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385 minute 1 [ˈmɪnɪt] n.分，分钟；片刻，一会儿；备忘录，笔记；会议记录 vt.将…记录下来 adj.微小的，详细的[maɪˈnjuːt;US368

ˈnuːt;maɪˋnut]

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387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388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89 month 3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390 moos 10 [muː]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3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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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pped 1 [mɔp] vt.擦干；用拖把拖洗 vi.用拖把擦洗地板；扮鬼脸 n.拖把；蓬松的头发；鬼脸
392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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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91

以)莫雷
393

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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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395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396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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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7 mud 1 [mʌd] vt.弄脏；用泥涂 vi.钻入泥中 n.泥；诽谤的话；无价值的东西
398 m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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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9 myself 2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400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401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402 nations 3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403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404 necessity 1 [ni'sesəti, nə-] n.需要；必然性；必需品
405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406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407 negotiating 1 [nɪ'ɡəʊʃɪeɪtɪŋ] n. 谈判 动词negotiate的现在分词.
408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409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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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0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411 Norway 1 ['nɔ:wei] n.挪威（北欧国家名）
412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413 novelty 1 ['nɔvəlti] n.新奇；新奇的事物；新颖小巧而廉价的物品
414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415 nuclear 1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416 of 2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17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18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419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420 officially 2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421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422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423 oh 2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424 oinking 1 v.<美>（猪的）呼噜声( oink的现在分词 )
425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426 Omar 1 ['əumɑ:] n.奥马尔（男子名）
427 O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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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4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ce 3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429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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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0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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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2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433 operate 2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434 opportunities 2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435 or 7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4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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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rbit 1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4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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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8 oreos 1 n.奥利奥（饼干品牌）; 讨好白人的黑人（Oreo的复数）
439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440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4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442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443 our 7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44 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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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6

灭；驱逐
445

over 3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overa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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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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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8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449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450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451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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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6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eace 2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454 pen 1 [pen] n.钢笔；作家；围栏 vt.写；关入栏中 n.(Pen)人名；(法)庞；(俄、塞、英、意)佩恩；(柬)宾
455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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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7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458 permanently 1 ['pə:mənəntli] adv.永久地，长期不变地
459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460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461 pig 2 n.猪；猪肉 vi.生小猪；像猪一样过活 n.警察（俚语，带有攻击性）
462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453

莱斯

plac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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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64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465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466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463

特；(法)普朗

popcorn 1 ['pɔpkɔ:n] n.爆米花，爆玉米花
468 powered 1 ['pauəd] adj.有动力装置的；以…为动力的 n.促进（powe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提供动力
469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470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71 press 1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467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473 priorities 1 英 [praɪ'ɒrəti] 美 [praɪ'ɔːrəti] n. 优先权；优先；优先顺序
474 problems 3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475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476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477 quit 1 [kwit] vt.离开；放弃；停止；使…解除 vi.离开；辞职；停止 n.离开；[计]退出 adj.摆脱了…的；已经了结的 n.(Quit)人
472

名；(英)奎特
478

raccoons

1 [rə'kuːnz] 浣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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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480 ramped 1 [ræmpt] adj. 倾斜的 动词ram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81 ranks 1 ['ræŋks] n. 队伍 名词rank的复数形式.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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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3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84 recognizable 1 ['rekəgnaizəbl, ,rekəg'nai-] adj.可辨认的；可认识的；可承认的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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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9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487 recovery 2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488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489 refugees 1 难民
490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491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492 reporter 3 [ri'pɔ:tə] n.记者
493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tɪŋ] 美 [rɪ'pɔː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494 representative 1 [,repri'zentətiv] adj.典型的，有代表性的；代议制的 n.代表；典型；众议员
495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496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497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498 resolve 1 [ri'zɔlv] vt.决定；溶解；使…分解；决心要做… vi.解决；决心；分解 n.坚决；决定要做的事
499 respecting 1 [ri'spekt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；鉴于 v.尊敬；考虑（respect的ing形式）
500 responding 1 [rɪs'pɒndɪŋ] n. 反应；回答 动词respond的现在分词.
501 restaurant 4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502 restaurants 6 餐馆
503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504 retai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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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5 retailers 1 ['riːteɪləz] 零售商
506 reverse 1 [ri'və:s] n.背面；相反；倒退；失败 vt.颠倒；倒转 adj.反面的；颠倒的；反身的 vi.倒退；逆叫
507 revitalizing 1 [ˌriː'vaɪtəlaɪz] vt. 使复兴；使振兴；使复活；使恢复
508 righ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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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86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510 robot 1 ['rəubɔt, -bət, 'rɔbət] n.机器人；遥控设备，自动机械；机械般工作的人
511 robots 1 ['rəʊbɒts] 机器人
512 ro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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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509

俄、罗、葡、捷、挪、西、瑞典)罗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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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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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3

名；(英)拉什

Russia 2 ['rʌʃə] n.俄罗斯
516 sales 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515

(英)塞尔斯

saw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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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8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519 scaduto 3 斯卡杜托
520 scared 1 [skεəd] adj.害怕的 v.使害怕（scare的过去分词）
521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22 sean 1 [ʃɔ:n] n.肖恩（男子名）
5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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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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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23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retariat 1 [,sekrə'tεəriət, -æt] n.秘书处；书记处；秘书（书记，部长等）之职
526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527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528 seems 1 [siː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529 seize 1 [si:z] vt.抓住；夺取；理解；逮捕 vi.抓住；利用；（机器）卡住
530 selects 1 [sɪ'lekt] v. 选择；挑选 adj. 精选的；优等的 n. 被挑选出来的人或物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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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2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533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534 sergio 3 塞尔希奥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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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36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537 s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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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5

话·威妥玛)

shelf 1 n.架子；搁板；搁板状物；暗礁
539 shoot 1 [ʃu:t] vt.射击，射中；拍摄；发芽；使爆炸；给…注射 vi.射击；发芽；拍电影 n.射击；摄影；狩猎；急流
540 shortage 2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541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542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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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38

肖

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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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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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7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548 smallest 1 ['smɔːlɪst] adj. 最小的
549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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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0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551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552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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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4

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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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4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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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6 speech 2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557 spending 5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558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559 spiders 1 [s'paɪdəz] 蜘蛛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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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3
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561

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spot 1 [spɔt] n.地点；斑点 vt.认出；弄脏；用灯光照射 vi.沾上污渍；满是斑点 adj.现场的；现货买卖的 adv.准确地；恰好
563 staff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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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62
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staffing 1 n. 安置职工；人员配备 动词staff的现在分词.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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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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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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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standing

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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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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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0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571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572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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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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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575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576 stuck 2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577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578 submarines 1 ['sʌbməriːnz] n. 潜艇 名词submarine的复数形式.
579 subs 1 [sʌb] n. 潜艇；替代品 vi. 替代 vt. 转包合同
580 subscribe 1 [səb'skraib] vi.订阅；捐款；认购；赞成；签署 vt.签署；赞成；捐助
581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582 summer 2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583 summit 2 ['sʌmit] n.顶点；最高级会议；最高阶层 adj.最高级的；政府首脑的
584 summon 1 ['sʌmən] vt.召唤；召集；鼓起；振作
585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5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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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7 tackles 1 ['tækl] v. 处理；对付；阻截(对方球员)；与…交涉 n. 滑车；用具；铲球；(美式足球)拦截手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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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4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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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90 talk 2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591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592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593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594 terrible 1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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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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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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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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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8 the 8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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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0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601 theme 1 [θi:m] n.主题；主旋律；题目 adj.以奇想主题布置的
602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603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604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605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606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607 this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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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8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609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610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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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612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613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614 tightrope 1 ['taitrəup] n.拉紧的绳索
615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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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1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616

to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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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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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7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rainee 1 [trei'ni:] n.练习生，实习生；受训者；新兵；训练中的动物
620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621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22 transition 1 [træn'siʒən, -'ziʃən, trɑ:n-] n.过渡；转变；[分子生物]转换；变调
623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62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25 troubled 1 ['trʌbld] adj.动乱的，不安的；混乱的；困惑的
626 trusteeship 1 [,trʌs'ti:ʃip] n.托管；托管制度；托管人职责；托管领土
627 tr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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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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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9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630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631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63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633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634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635 unidentified 8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636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637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6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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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9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40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641 us 2 pron.我们
642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64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644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645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646 vanessa 2 [və'nesə] n.瓦内萨（女子名）
647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648 vegetable 1 ['vedʒitəbl] n.蔬菜；植物；植物人 adj.蔬菜的；植物的
649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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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0 vide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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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1 virtual 1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652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653 vision 1 n.视力；美景；眼力；幻象；想象力；幻视（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） vt.想象；显现；梦见
654 vulnerable 1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6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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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619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wait 3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657 walk 4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658 wa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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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9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660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661 w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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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2 weatherperson 1 ['weðərpɜːsn] n. 气象报告员; 气象员
663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664 wee 1 [wi:] adj.极小的；很早的 n.一点点
665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666 weekly 1 ['wi:kli] adj.每周的；周刊的；一周一次的 n.周刊 adv.每周一次；逐周
6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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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56

韦尔

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69 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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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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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8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6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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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3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674 whoa 1 [hwəu] int.惊叹声；咳！
675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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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6 with 1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677 withdraw 1 [wið'drɔ:, wiθ-] vt.撤退；收回；撤消；拉开 vi.撤退；离开
678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679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80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681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82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83 wowed 1 [waʊ] n. 巨大的成功 int. 哇！ vt. 使热烈赞赏
684 wrestling 1 ['resliŋ] n.摔跤；扭斗 v.摔跤；格斗（wrestle的ing形式）；与…摔跤；使劲移动
685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86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68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688 you 1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89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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