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9-27 词频表
the 7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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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and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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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2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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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 they 1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8 i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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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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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

in

10

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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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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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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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ar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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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so 1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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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there 1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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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can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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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

的）食品罐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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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their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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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wate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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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not 10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0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1 w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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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unidentified 9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23 colpa 8 Commission on Law and Public Affairs 法律与公共事务委员会
24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5 la 8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26 Palma 8 ['pɑ:lmɑ:] n.帕尔马（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首府）
27 translated 8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28 cnn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29 n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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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volcano 7 [vɔl'keinəu] n.火山
31 because 6 [bi'kɔz] conj.因为
32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33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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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35 lava 6 ['lɑ:və, 'lævə] n.火山岩浆；火山所喷出的熔岩 n.(Lava)人名；(西、意)拉瓦
36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7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38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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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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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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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lombia 5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42 inaudible 5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43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44 mal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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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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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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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 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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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

灭；驱逐

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49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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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51 canary 4 [kə'nεəri] n.[鸟]金丝雀；淡黄色 n.(Canary)人名；(英)卡纳里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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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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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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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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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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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 Islands 4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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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59 up 4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60 vessel 4 ['vesəl] n.船，舰；[组织]脉管，血管；容器，器皿 n.(Vessel)人名；(荷)费塞尔；(俄、意、捷)韦塞尔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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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when 4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55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64 work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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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63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access 3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66 airport 3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67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68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69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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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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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71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2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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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

的
73

do 3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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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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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energy 3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76 erupting 3 [ɪ'rʌpt] v. 爆发；喷发；发疹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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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74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79 grata 3 n.(Grata)人名；(塞)格拉塔
80 hero 3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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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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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81

home

8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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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isla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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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lamps 3 ['læmps] 兰普斯； n.；眼睛(粗鲁语)
85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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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 living 3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83

(英)利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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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 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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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划分
87

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90 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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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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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89

以)莫雷

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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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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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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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92

土)奥韦尔

provide 3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96 rural 3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97 safe 3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98 sola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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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9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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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 sout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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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 Spain 3 [spein] n.西班牙
102 Spanish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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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 start 3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104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105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106 Tierra 3 [ti'erə] n.高山气候带 n.(Tierra)人名；(英)蒂拉；(西)铁拉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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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 wasn 3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109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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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112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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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3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14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15 aired 2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116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17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118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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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9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120 b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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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 banana 2 [bə'nɑ:nə, -'næ-] n.香蕉；喜剧演员；大鹰钩鼻 n.(Banana)人名；(葡、津)巴纳纳
122 basic 2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123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24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95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boat 2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126 boka 2 ['bəʊkə] 一种独木舟
127 burned 2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128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129 clean 2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130 communities 2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131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132 completely 2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133 costa 2 ['kɔstə] n.[解剖]肋骨；叶脉；[昆]前缘脉 n.(Costa)人名；(希、印尼、西、芬、罗、葡、加纳、德、意、英、法)科斯塔
134 crui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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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5 decided 2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136 drinkable 2 ['driŋkəbl] adj.可饮用的；可以喝的 n.饮料（常用复数）
137 drinking 2 ['driŋkiŋ] n.喝，饮；喝酒 v.饮（drink的ing形式）；喝
138 electricity 2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139 el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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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 equipment 2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141 eruption 2 [i'rʌpʃən] n.爆发，喷发；火山灰；出疹
142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43 evacuate 2 [i'vækjueit] vt.疏散，撤退；排泄 vi.疏散；撤退；排泄
144 extreme 2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145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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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6 far 2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147 farmer 2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148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149 flow 2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150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51 go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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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 heat 2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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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5

普
154

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high

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56 hope 2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157 ho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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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

名；(英)豪斯

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59 inoperable 2 [in'ɔpərəbl] adj.不实用的；不能动手术的
160 jennifer 2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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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 leaving 2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163 ligh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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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
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164

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made
166 make
165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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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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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ssive 2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168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1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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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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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171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172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173 opened 2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174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75 Plainfield 2 ['pleinfi:ld] n.平原镇（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北部）
176 poverty 2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177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178 program 2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170

程式
179

put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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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泰、缅)布

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181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182 rica 2 ['riːkə] (=reverse immune cytoadhesion) 反向免疫细胞粘着,(=righ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) 右颈内动脉
183 roads 2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184 sanitation 2 [,sæni'teiʃən] n.[医]环境卫生；卫生设备；下水道设施
185 Saturday 2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186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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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80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188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189 ship 2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190 ships 2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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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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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7

>稍微

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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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3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196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197 tourists 2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198 transport 2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199 vanguard 2 n.先锋；前锋科学卫星
200 vents 2 [vent] n. 排气口；火山口；发泄；表达 v. 发泄；表达；排放
201 volcanic 2 [vɔl'kænik] adj.火山的；猛烈的；易突然发作的 n.火山岩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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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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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95
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ccumulated 1 [ək'juːmjʊleɪtɪd] adj. 累积的 动词accum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06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207 afar 1 [ə'fɑ:] adv.遥远地；在远处
208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209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210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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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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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213 ain 1 [æn] adj.（苏格兰）自己的 n.艾因河；一种压缩软件
214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15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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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7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18 antonio 1 [æn'təuniəu] n.安东尼奥（男名）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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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221 archipelago 1 [,ɑ:ki'peləgəu] n.群岛，列岛；多岛的海区
222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223 Argentina 1 [,ɑ:dʒən'ti:nə] n.阿根廷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224 armed 1 [ɑ:md] adj.武装的；有扶手的；有防卫器官的（指动物） n.(Armed)人名；(科摩)阿米德
225 ash 1 [æʃ] n.灰；灰烬 n.(Ash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阿什
226 ashes 1 ['æʃiz] n.骨灰，灰烬（ash的复数） v.把…烧成灰烬（as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227 authorities 1 [ɔː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228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2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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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gs 1 n.[包装]包（bag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装入袋中（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230 bananas 1 [bə'nɑ:nəs] n.[园艺]香蕉（banana的复数形式）
231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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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3 besides 1 [bi'saidz] adv.此外；而且 prep.除…之外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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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236 blackened 1 adj.变黑的；被损坏的 v.使…变黑；弄脏；损坏（blacken的过去分词）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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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229

匈)博特

brito 1 n. 布里托
240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241 burnt 1 [bə:nt] adj.烧焦的；烧伤的 v.燃烧（burn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形式）
24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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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44 candles 1 ['kændl] n. 蜡烛；烛形物 vt. 对光检查
245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246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247 cargo 1 ['kɑ:gəu] n.货物，船货 n.(Cargo)人名；(英、西)卡戈
248 Caribbean 1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249 Carlos 1 ['ka:lɔs] n.卡洛斯（男子名）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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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1 Cartagena 1 [,kɑ:tə'dʒi:nə; kɑ:tɑ'heinɑ:] n.卡塔赫纳（哥伦比亚和西班牙的两个同名港口）
252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253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254 chaos 1 n.混沌，混乱 n.(Chaos)人名；(西)查奥斯
255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256 clouds 1 [k'laʊdz] n. 云；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.
257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2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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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259 Colombian 1 [kə'lɔmbiən] adj.哥伦比亚的 n.哥伦比亚人
260 Colombians 1 n.哥伦比亚人( Colombian的名词复数 )
261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258

梅

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263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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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4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265 constantly 1 ['kɔnstəntli] adv.不断地；时常地
266 contaminated 1 英 [kən'tæmɪneɪtɪd] 美 [kən'tæməneɪtɪd] adj. 受污染的 动词conta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67 cook 1 [kuk] vt.烹调，煮 vi.烹调，做菜 n.厨师，厨子 n.(Cook)人名；(英、印)库克
268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69 cougars 1 n. 美洲狮（cougar的复数）
270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271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272 crater 1 ['kreitə] n.火山口；弹坑 vt.在…上形成坑；取消；毁坏 vi.形成坑；消亡
273 crops 1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274 cruisers 1 n.巡洋舰( cruiser的名词复数 )
275 cruising 1 ['kru:ziŋ] adj.巡航的 n.巡航
276 cumbre 1 昆布雷
277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278 darkness 1 ['dɑ:knis] n.黑暗；模糊；无知；阴郁
279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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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62

土)达伊

daylight 1 ['deilait] n.白天；日光；黎明；公开
281 debris 1 ['deibri:] n.碎片，残骸 n.(Debris)人名；(法)德布里
282 deck 1 [dek] n.甲板；行李仓；露天平台 vt.装饰；装甲板；打扮 n.(De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德克
283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284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285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286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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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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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9 dominguez 1 n. 多明格斯
290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291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280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293 Dreams 1 [driː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294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295 dust 1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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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7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298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299 effected 1 [ɪ'fekt] n. 效应；结果；影响；印象；效果；要旨 v. 使产生；引起
300 electronic 1 adj.电子的 n.电子电路；电子器件
301 emission 1 [i'miʃən] n.（光、热等的）发射，散发；喷射；发行 n.(Emission)人名；(英)埃米申
302 energetic 1 [,enə'dʒetik] adj.精力充沛的；积极的；有力的
2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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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304 essentials 1 [ɪ'senʃlz] n. 要件；概要
305 evacuating 1 [ɪ'vækjueɪt] v. 疏散；撤出；排泄
306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307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308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309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310 explosive 1 [ik'spləusiv] adj.爆炸的；爆炸性的；爆发性的 n.炸药；爆炸物
311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312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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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4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315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303
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1 ['feri] n.渡船；摆渡；渡口 vt.（乘渡船）渡过；用渡船运送；空运 vi.摆渡；来往行驶 n.(Ferry)人名；(法、德、英、印尼)
费里

316

ferry

317

filter 1 [filtə] vi.滤过；渗入；慢慢传开 n.滤波器；[化工]过滤器；筛选；滤光器 vt.过滤；渗透；用过滤法除去 n.(Filter)人名；
(德)菲尔特

filtration 1 [fil'treiʃən] n.过滤；筛选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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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321 firefighters 1 ['faɪəˌfaɪtəz] n. 消防员（firefighter的复数）
322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323 float 1 [fləut] vt.使漂浮；实行 vi.浮动；飘动，散播；摇摆；付诸实施 n.彩车，花车；漂流物；浮舟；浮萍 n.(Float)人名；(英)弗
318

洛特

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325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326 forgotten 1 [fə'gɔtn] v.忘记（forget的过去分词）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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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24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ing 1 ['fɔːmɪŋ] n. 形成(成形法；模锻) v. 形成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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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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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2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333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334 fruit 1 [fru:t] n.水果；产物 vi.结果实 vt.使……结果实 n.(Fruit)人名；(法)弗吕；(英)弗鲁特
335 fulfilling 1 [fʊl'fɪlɪŋ] adj. 令人高兴的；令人满意 动词fulfill的现在分词形式.
336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337 Garcia 1 ['ga:ʃjə] n.加西亚（姓氏）
338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339 gasoline 1 ['gæsəli:n] n.汽油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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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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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2 gratitude 1 n.感谢（的心情）；感激
343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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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28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rvest 1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346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3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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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348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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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350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351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352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353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354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355 homework 1 ['həumwə:k] n.家庭作业，课外作业
356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57 ho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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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7

特

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359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360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361 immediate 1 [i'mi:diət] adj.立即的；直接的；最接近的
362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363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364 inner 1 ['inə] adj.内部的；内心的；精神的 n.内部
365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366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367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368 invisible 1 [in'vizəbl] adj.无形的，看不见的；无形的；不显眼的，暗藏的
369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370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371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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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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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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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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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4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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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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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7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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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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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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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0 lights 1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381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382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383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384 liters 1 ['lɪtərz] 公升
385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386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387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388 maritime 1 ['mæritaim] adj.海的；海事的；沿海的；海员的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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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390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391 merged 1 ['mɜːdʒd] adj. 结了婚的；合并的，融合的 v. 合并；融合；兼并（动词me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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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cro 1 adj.极小的；基本的；微小的 n.<口>微型计算机；微处理器
393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394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395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396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97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98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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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0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401 negatively 1 ['negətivli] adv.消极地；否定地
402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403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404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405 northwest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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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6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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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08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409 offshore 1 ['ɔf'ʃɔ:, 'ɔ:-] adj.离岸的；[海洋]近海的；吹向海面的 adv.向海面，向海
410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411 oozing 1 ['uːzɪŋ] 漏出,渗透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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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3 operator 1 ['ɔpəreitə] n.经营者；操作员；话务员；行家
414 option 1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415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416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1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418 overnight 1 [,əuvə'nait, 'əuvənait] adv.通宵；突然；昨晚 adj.晚上的；通宵的；前夜的 n.头天晚上；一夜的逗留 vt.连夜快递 vi.过一
392

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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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0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421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422 packed 1 [pækt] adj.（常用来构成复合词）充满…的，塞满了…的 v.[包装]包装（pack的过去分词）
423 panels 1 ['pænl] n. 嵌板；仪表盘；面板；座谈小组；陪审团 v. 嵌镶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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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9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426 passive 1 ['pæsiv] adj.被动的，消极的；被动语态的 n.被动语态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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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8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429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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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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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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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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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5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435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434
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4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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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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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
reached 1 到达
438 reaching 1 [riː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439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437

人名；(英)雷迪

realized 1 ['riːəlaɪz] vt. 实现；了解；意识到；变卖
441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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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3 regional 1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444 remedios 1 n. 雷梅迪奥斯(在哥伦比亚；西经 74º42' 北纬 7º02')
445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446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447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448 resilient 1 adj.弹回的，有弹力的；能复原的；可迅速恢复的
449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450 rumblings 1 n.流言; 传言; 闲言碎语; 风言风语; 隆隆声，辘辘声( rumbling的名词复数 )
451 runways 1 n.（机场的）跑道( runway的名词复数 )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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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0

名；(英)拉什

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454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453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456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57 scoop 1 [sku:p] vt.掘；舀取；抢先获得；搜集 n.勺；铲子；独家新闻；凹处
458 seas 1 [siː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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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55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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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1 seized 1 ['siːzd] adj. 查封的，扣押的 v. 逮住，抓住，咬住（动词seize的过去式,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）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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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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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64 settled 1 ['setld] adj.稳定的；固定的 v.解决；定居（settle的过去分词）
465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66 shadow 1 n.阴影；影子；幽灵；庇护；隐蔽处 vt.遮蔽；使朦胧；尾随；预示 vi.变阴暗 adj.影子内阁的
467 shaking 1 ['ʃeikiŋ] n.震动，震惊；挥动，摇动 v.握手（shake的ing形式）；摇动；颤动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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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0

话·威妥玛)

shocking 1 ['ʃɔkiŋ] adj.令人震惊的；可怕的，令人厌恶的；糟糕的 v.感到震惊；震动；冲突（shock的ing形式）
470 shockwaves 1 车流波
471 shop 1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472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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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69

肖

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474 sink 1 [siŋk] vi.下沉；消沉；渗透 vt.使下沉；挖掘；使低落 n.水槽；洗涤槽；污水坑 n.(Sink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辛克
475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476 smaller 1 [s'mɔːlər] adj. 较小的
477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478 spared 1 英 [speə(r)] 美 [sper] adj. 备用的；多余的；闲置的 v. 抽出；饶恕；赦免；节约 n. 备用品；剩余
479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4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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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ecially 1 ['speʃəli] adv.特别地；专门地
481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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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3 spewed 1 [spjuː] v. 喷出；涌出；呕吐；吐出 n. 呕吐物；喷出物
4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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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5 starting 1 ['stɑːt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486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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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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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489 stories 1 [s'tɔː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490 stranded 1 ['strændid] adj.搁浅的；陷于困境的；有…股的（常用来构成复合词） v.搁浅（str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91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492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493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494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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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6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497 sweep 1 [swi:p] vt.扫除；猛拉；掸去 vi.扫，打扫；席卷；扫视；袭击 n.打扫，扫除；范围；全胜
49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4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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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8

拉伯)塔勒

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01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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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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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4 toilets 1 ['tɔɪlɪts] 马桶
505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506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507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508 tourist 1 ['tuərist] n.旅行者，观光客 adj.旅游的 vt.在旅行参观 vi.旅游；观光 adv.坐旅游车厢；坐经济舱
509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510 towns 1 n. 汤斯
511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1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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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4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500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16 untouched 1 [,ʌn'tʌtʃt] adj.未受影响的；未改变的；未触动过的；不受感动的
517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18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519 us 1 pron.我们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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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1 vast 1 [vɑ:st, væst] adj.广阔的；巨大的；大量的；巨额的 n.浩瀚；广阔无垠的空间 n.(Vast)人名；(法)瓦斯特
522 Venezuela 1 [,veni'zweilə] n.委内瑞拉
523 vent 1 [vent] n.（感情的）发泄；出口；通风孔 vt.发泄感情；放出…；给…开孔 vi.放出；（通过排泄等）减轻压力 n.(Vent)人
515

名；(德)芬特；(英、捷、芬)文特
524

vieja

1 别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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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latility 1 [,vɔlə'tiliti] n.[化学]挥发性；易变；活泼
526 vulnerable 1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527 wake 1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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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9 warnings 1 n. 警告信息（warning的复数形式）
530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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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2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533 whale 1 [hweil] vt.猛揍；使惨败 vi.捕鲸 n.鲸；巨大的东西 n.(Whale)人名；(英)惠尔
534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35 widest 1 ['waɪdɪst] adj. 最宽的；最广阔的 形容词wide的最高级形式.
536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525
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538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539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540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5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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