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9-29 词频表
the 8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4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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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and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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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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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ha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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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8 are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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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O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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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so 1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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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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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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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3 bu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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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you 1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5 out 10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12

灭；驱逐

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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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Afghanistan 9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18 can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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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

的）食品罐头
19

9 [krein] n.吊车，起重机；鹤 vi.伸着脖子看；迟疑，踌躇 vt.用起重机起吊；伸长脖子 n.(Crane)人名；(意、葡)克拉内；
(英、法、西)克兰

crane

there 9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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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3 hurricane 8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24 military 8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25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6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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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

伯)赛义德

taliban 8 n. 塔利班
28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9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30 where 8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31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32 here 7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33 tim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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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up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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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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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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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clip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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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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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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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39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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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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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n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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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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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 se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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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 vide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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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American 5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46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47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8 biden 5 n. 拜登(姓氏)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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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 completely 5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51 drone 5 n.雄蜂；嗡嗡的声音；懒惰者 n.无人机（非正式） vi.嗡嗡作声；混日子 vt.低沉地说 n.n.(Drone)人名；(法)德罗纳
52 hurricanes 5 ['hʌrikənz] n. 飓风（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）
53 jenkins 5 ['dʒeŋkinz] n.詹金斯（姓氏）
54 palms 5 [pɑːm] n. 手掌；棕榈 vt. 把 ... 藏于掌中；诓骗某人
55 st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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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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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roops 5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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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 August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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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

古斯特

before 4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60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61 data 4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62 embassy 4 ['embəsi] n.大使馆；大使馆全体人员
63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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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65 go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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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9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67 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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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ju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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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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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untain 4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70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71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72 or 4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73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74 president 4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75 secretary 4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76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77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78 throu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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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 understand 4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80 w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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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withdraw 4 [wið'drɔ:, wiθ-] vt.撤退；收回；撤消；拉开 vi.撤退；离开
82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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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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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84 americans 3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85 Andes 3 ['ændi:z] n.安第斯山脉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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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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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ustin 3 ['ɔ:stin] n.奥斯丁（人名）；英国制汽车牌名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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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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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90 better 3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89
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ill 3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92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3 category 3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94 chain 3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95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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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96

ground 3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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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普

help

inaudible 3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99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00 Kabul 3 ['kɑ:bəl; kə'bu:l] n.喀布尔（阿富汗的首都）
101 land 3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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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104 longest 3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105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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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07 ocean 3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108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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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part 3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106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really 3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111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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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10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113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114 some 3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112

>稍微

squirrel 3 ['skwə:rəl, 'skwi-, 'skwʌ-] n.松鼠；松鼠毛皮 vt.贮藏
116 storm 3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115
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storms 3 英 [stɔːm] 美 [stɔː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118 streets 3 [st'riːts] 街道
119 sure 3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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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 took 3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122 Tuesday 3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1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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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identified 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124 wax 3 [wæks] n.蜡；蜡状物 vt.给…上蜡 vi.月亮渐满；增大 adj.蜡制的；似蜡的 n.(Wax)人名；(德、罗、匈、英)瓦克斯
125 women 3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126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127 abandoned 2 [ə'bændənd] adj.被抛弃的；无约束的；恣意放荡的；寡廉鲜耻的 v.抛弃（aband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28 active 2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129 administration 2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130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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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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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3 anyone 2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134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135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136 Atlantic 2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137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38 camera 2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139 carried 2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140 car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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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challenge 2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142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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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 conditions 2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144 congress 2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145 criticized 2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146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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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3

土)达伊

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148 defense 2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149 deployed 2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150 develop 2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151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152 do 2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147
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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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4 drives 2 n. 驱动程序；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.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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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6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7 Everett 2 ['evərit] n.埃弗雷特（男子名）
158 evolution 2 [,i:və'lu:ʃən, ,ev-] n.演变；进化论；进展
159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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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3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161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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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

gener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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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3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64 gree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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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guards 2 ['gɑrd] n. 警卫；狱吏；看守；护卫队 名词guard的复数形式.
166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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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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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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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 h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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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 hoping 2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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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

名；(英)豪斯
17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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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关系的；世界的

lawmakers 2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174 lef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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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75 leve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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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

名；(法)勒韦尔

little 2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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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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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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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80 mayor 2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181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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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 missions 2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183 mistake 2 [mi'steik] n.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t.弄错；误解 vi.弄错；误解
184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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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78

以)莫雷
18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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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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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7 nam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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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189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190 nuts 2 [nʌts] adj.发狂的；热衷的；狂热的 int.胡说；呸 n.坚果；螺母（nut的复数）；核心 v.采坚果；用头撞（nut的三单形式）
191 or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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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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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86

西、土)奥韦尔

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94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195 planners 2 [p'lænəz] 规划师
196 pow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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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3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rachel 2 ['reitʃəl] n.雷切尔（女子名）
198 range 2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197

于；来回走动

rea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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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sailboats 2 ['seɪlbəʊts] 帆船
201 Sam 2 n.萨姆（男子名）
202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203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204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205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206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207 sk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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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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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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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 st 2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210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211 strength 2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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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

的）售得金额
2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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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

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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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216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217 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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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218

tur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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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very 2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220 walnuts 2 ['wɔːlnʌts] 核桃
221 water 2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222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223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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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9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225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226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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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 wind 2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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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24
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229

wi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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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温特

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231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23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233 zone 2 [zəun] n.地带；地区；联防 vi.分成区 vt.使分成地带；环绕 n.(Zone)人名；(塞)佐内
234 ABC 1 n.基础知识；字母表 abbr.美国广播公司（AmericanBroadcastingCompany）；澳大利亚广播公司
230

（Austral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）；出生在美国的华人（American-bornChinese）；代理商-商家-消费者的商业模式
（Agent,Business,Consumer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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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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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35
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ccurate 1 ['ækjurət] adj.精确的
238 acorn 1 ['eikɔ:n] n.[植]橡子；[林]橡实
239 advised 1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240 Afghan 1 ['æfgæn] n.阿富汗语；阿富汗人 adj.阿富汗人的；阿富汗的
241 afghans 1 n. 阿富汗人
242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243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244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245 airspace 1 ['εəspeis] n.空域；领空；空间
246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247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248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2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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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ps 1 [ælps] n.阿尔卑斯山脉
250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51 alter 1 ['ɔ:ltə] vt.改变，更改 vi.改变；修改 n.(Alter)人名；(英)奥尔特；(德、捷、葡、爱沙、立陶、拉脱、俄、西、罗、瑞典)阿
249

尔特
252

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ample 1 ['æmpl] adj.丰富的；足够的；宽敞的 n.(Ample)人名；(西)安普尔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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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256 approached 1 [æp'rəʊeɪtʃt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（动词approa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57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258 aren 1 阿伦
259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260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61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262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263 autonomous 1 [ɔ:'tɔnəməs] adj.自治的；自主的；自发的
264 avalanche 1 ['ævəlɑ:ntʃ] n.雪崩 vt.雪崩 vi.崩塌
265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66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267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268 beaches 1 [biːtʃ] n. 海滩；海滨；沙滩 vt. 拖(船)上岸
269 beating 1 ['bi:tiŋ] n.打；[纸]打浆；敲打；失败 v.打（beat的ing形式）
27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271 believes 1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272 belongs 1 英 [bɪ'lɒŋ] 美 [bɪ'lɔːŋ] vi. 应归入；属于
273 Bermuda 1 [bə'mju:də] n.百慕大群岛（北大西洋西部群岛）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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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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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3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76

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black

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278 botanist 1 ['bɔtənist] n.植物学家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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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77

匈)博特

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281 breaks 1 [b'reɪks] n.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.
282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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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4 calmer 1 [kɑːm] adj. 平静的；冷静的 v. (使)平静；(使)镇静 n. 镇定；平静；平稳
285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286 camping 1 ['kæmpiŋ] n.露营；野营 v.露营；扎营；临时安顿（camp的ing形式）
287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288 cantrell 1 n. 坎特雷尔
289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290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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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2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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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294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295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96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297 cheaper 1 ['tʃiːpər] adj. 比较便宜的
298 chevy 1 ['tʃevi] 雪佛兰（Chevrolet） n.(Chevy)人名；(法)舍维
299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300 civilians 1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301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302 cloud 1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
293

(法)克卢；(英)克劳德

colder 1 英 [kəʊdə] 美 [koʊdə] adj. 更冷的 形容词cold的比较级形式.
304 collapsed 1 [kə'læpzd] adj. 倒塌的
305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306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307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308 Colo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309 colors 1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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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3

梅
311

command

1 [kə'mɑ:nd] vi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 vt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；远望 n.指挥，控制；命令；司令部 n.(Command)人名；(法)

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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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3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314 completing 1 [kəm'pliːt] adj. 完整的；完成的；彻底的 vt. 完成；使完美；使圆满；填（表格等）
315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316 constantly 1 ['kɔnstəntli] adv.不断地；时常地
317 continental 1 [,kɔnti'nentəl] adj.大陆的；大陆性的 n.欧洲人
318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319 cooler 1 n.冷却器；清凉剂 adj.更冷的（cool的比较级）
320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321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322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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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

乐的

crew 1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325 cruiser 1 ['kru:zə] n.巡洋舰；巡航飞机，警察巡逻车
326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327 Dakota 1 [də'kəutə] n.达科他（美国过去一地区名，现分为南、北达科他州） adj.达科他人的
328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324
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deadline 1 ['dedlain] n.截止期限，最后期限
330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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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32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333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334 diplomats 1 ['dɪpləmæts] 外交官；有外交手腕的人
335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336 directly 1 [英 [dəˈ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3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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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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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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7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3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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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wn

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341 drones 1 英 [drəʊn] 美 [droʊn] n. 雄蜂；游手好闲者；无人驾驶飞机 n. 嗡嗡声；单调的声音 vi. 嗡嗡叫；混日子 vt. 单调低沉地说
342 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343 dynamics 1 [dai'næmiks] n.动力学，力学
344 eerie 1 ['iəri] adj.可怕的；怪异的
345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346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347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348 enable 1 [i'neibl] vt.使能够，使成为可能；授予权利或方法
349 enormous 1 [i'nɔ:məs] adj.庞大的，巨大的；凶暴的，极恶的
350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351 escalated 1 ['eskəleɪt] vt. 升级 vi. 升高；逐步升级
352 essentially 1 [i'senʃəli] adv.本质上；本来
353 evacuate 1 [i'vækjueit] vt.疏散，撤退；排泄 vi.疏散；撤退；排泄
354 evacuating 1 [ɪ'vækjueɪt] v. 疏散；撤出；排泄
355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340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357 evolve 1 vt.发展；进化；使逐步形成；推断出 vi.发展，进展；进化；逐步形成
358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359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360 explanations 1 [ˌeksplə'neɪʃn] n. 解释；说明
361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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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3 failure 1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364 f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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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5 fascinating 1 ['fæsineitiŋ] adj.迷人的；吸引人的；使人神魂颠倒的 v.使…着迷；使…陶醉（fascinate的ing形式）
366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367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368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369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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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372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373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374 fisher 1 ['fiʃə] n.渔夫；渔船；食鱼貂 n.(Fisher)人名；(法、俄、丹、德、瑞典、吉尔)菲舍尔；(英)费希尔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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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 flies 1 [flaiz] n.苍蝇（fly的复数）；舞台上空，吊景区；裤子前面的开口 v.飞行；时间飞逝；乘飞机；飘动（fly的第三人称单
356

数）

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378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379 foam 1 [fəum] n.泡沫；水沫；灭火泡沫 vi.起泡沫；吐白沫；起着泡沫流动 vt.使起泡沫；使成泡沫状物
380 footprint 1 ['futprint] n.足迹；脚印
381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377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forecasts 1 英 ['fɔːkɑːst] 美 ['fɔːrkæst] n. 预测；预报 v. 预测
383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384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385 forth 1 [fɔ:θ] adv.向前，向外；自…以后 n.(Forth)人名；(德)福特；(英)福思
386 fundamentals 1 [ˌfʌndə'mentlz] n. 基本原则 名词fundamental的复数形式.
387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388 gallons 1 ['ɡælənz] n. 加仑 名词gallon的复数.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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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 Gates 1 n.[建]大门；关口（gate的复数形式） v.（英）禁止外出；给…安装门（gat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Gates)人名；(英)盖茨
391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392 girls 1 ['ɡɜːl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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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4 grade 1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382
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396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397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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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9 had 1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400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401 harvester 1 ['hɑ:vistə] n.收割机；收获者
40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403 headquarters 1 [,hed'kwɔ:təz] n.总部；指挥部；司令部
404 headscarf 1 ['hedskɑ:f] n.女人的头巾
405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406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407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408 hiding 1 ['haidiŋ] n.隐匿；躲藏处；殴打 n.(Hiding)人名；(瑞典)希丁
409 himalayas 1 [,himə'leiəz] n.喜马拉雅山脉
410 horrible 1 ['hɔrəbl] adj.可怕的；极讨厌的
411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412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413 humidity 1 [hju:'midəti] n.[气象]湿度；湿气
414 Ida 1 ['aidə] n.艾达（女子名）
415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416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417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418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419 indefinitely 1 [in'defθnətli; in'definitli; in'definətli] adv.不确定地，无限期地；模糊地，不明确地
420 innovation 1 [,inəu'veiʃən] n.创新，革新；新方法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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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2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423 intelligence 1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424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425 intensification 1 [in,tensifi'keiʃən] n.强化；加剧；激烈化；增强明暗度
426 intensify 1 [in'tensifai] vi.增强，强化；变激烈 vt.使加强，使强化；使变激烈
427 interface 1 n.界面；<计>接口；交界面 v.（使通过界面或接口）接合，连接；[计算机]使联系 vi.相互作用（或影响）；交流，
395

交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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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terview 1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429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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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8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432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433 Jose 1 n.约瑟（人名）
434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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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31
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437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438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439 landowners 1 n.土地拥有者，地主( landowner的名词复数 )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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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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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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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442

layer 1 n.层，层次；膜；[植]压条；放置者，计划者 vt.把…分层堆放；借助压条法；生根繁殖；将（头发）剪成不同层次 vi.
形成或分成层次；[植]通过压条法而生根

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444 leaders 1 [liː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445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446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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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8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449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450 Lloyd 1 [lɔid] n.劳埃德（男子名）
451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452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453 looser 1 [luːs] adj. 松的；宽松的；不确切的；不牢固的；放纵的 n. 解放；放任；放纵 v. 弄松；释放；放枪 adv. 松散地
454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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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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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3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4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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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

managed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459 manpower 1 ['mæn,pauə] n.人力；人力资源；劳动力
460 Maria 1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461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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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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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464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465 measurement 1 ['meʒəmənt] n.测量；[计量]度量；尺寸；量度制
466 measurements 1 ['meʒəmənts] n. 尺寸 名词measurement的复数形式.
467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468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469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470 modeler 1 ['mɔdələ] n.塑造者；制造模型者（model的名词形式）
4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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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472 moisture 1 ['mɔistʃə] n.水分；湿度；潮湿；降雨量
473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47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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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6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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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1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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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80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481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482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483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484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485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486 objective 1 [əb'dʒektiv, ɔb-] adj.客观的；目标的；宾格的 n.目的；目标；[光]物镜；宾格
487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488 ominous 1 ['ɔminəs] adj.预兆的；不吉利的
489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490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91 organizations 1 [ˌɔː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492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493 Orleans 1 [ɔ:'liənz] n.奥尔良（法国城市）
494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95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496 owe 1 [əu] vt.欠；感激；应给予；应该把……归功于 vi.欠钱 n.(Ow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奥弗
497 palm 1 [pɑ:m] n.手掌；棕榈树；掌状物 vt.将…藏于掌中 n.(Palm)人名；(英)帕姆；(瑞典)帕尔姆；(法、德、俄、捷、芬、挪)帕
478

尔姆

parties 1 英 ['pɑːti] 美 ['pɑːr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499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500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501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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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8

典)皮克

pits 1 ['pɪts] n. 凹点；坑 名词pit的复数形式.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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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05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503
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planes 1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507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508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509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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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1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512 precise 1 [pri'sais] adj.精确的；明确的；严格的
513 predicting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514 predicts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515 preparations 1 [prepə'reɪʃnz] n. 准备，准备工作，配制剂（名词preparation的复数形式）
5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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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bes 1 英 [prəʊb] 美 [proʊb] n. 调查；查究；探针；探测器 v. 用探针测；探测；详细调查
517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518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519 pulling 1 ['pʊlɪŋ]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
520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52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522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523 rapid 1 ['ræpid] adj.迅速的，急促的；飞快的；险峻的 n.急流；高速交通工具，高速交通网
524 react 1 vi.反应，作出反应；产生（化学）反应；
525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516

尔

recall 1 [ri'kɔ:l, 'ri:kɔ:l] vt.召回；回想起，记起；取消 n.召回；回忆；撤消
527 recommending 1 [ˌrekə'mend] vt. 推荐；建议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使可取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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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6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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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0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531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532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533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534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535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536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537 r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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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29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ockies 1 ['rɔkiz] n.落基山脉
539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540 rulers 1 ['ruːləz] 尺子
541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538

人名；(英)朗宁

runs
543 rush
54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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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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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iling 1 ['seiliŋ] n.航行，航海；启航；航海术 adj.航行的 v.航行，起航（sai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545 sanin 1 萨宁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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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548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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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44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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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2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553 sensors 1 ['sensəz] 传感器
554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ːr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555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556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557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58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559 sierra 1 [si'εərə] n.[地理]锯齿山脊；呈齿状起伏的山脉 n.(Sierra)人名；(意、西)谢拉；(英)西拉
5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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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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1 silhouette 1 [,silu:'et, -lu-] n.轮廓，剪影 vt.使…照出影子来；使…仅仅显出轮廓 n.(Silhouette)人名；(法)西卢埃特
562 slightly 1 ['slaitli] adv.些微地，轻微地；纤细地
563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564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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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5 spray 1 n.喷雾，喷雾剂；喷雾器；水沫 vt.喷射 vi.喷 n.(Spray)人名；(英)斯普雷
566 squirrels 1 英 ['skwɪrəl] 美 ['skwɜːrəl] n. 松鼠；松鼠皮毛 vt. 储存
567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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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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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570 storing 1 ['stɔ:riŋ] n.储存；保管 v.储存；供应（store的ing形式） adj.存储的
571 strengthen 1 ['streŋθən, 'streŋkθən] vt.加强；巩固 vi.变强；变坚挺
572 stretch 1 vt.伸展,张开；（大量地）使用，消耗（金钱，时间）；使竭尽所能；使全力以赴； vi.伸展；足够买（或支付） n.伸
560

展，延伸 n.(Stretch)人名；(英)斯特雷奇

stretching 1 ['stretʃɪŋ] n. 拉伸 动词stret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574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573
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576 submerge 1 [səb'mə:dʒ] vt.淹没；把…浸入；沉浸 vi.淹没；潜入水中；湮没
577 subscribed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578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579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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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1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582 swift 1 n.褐雨燕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；敏捷的；立刻的 adv.迅速地 n.(Swift)人名；(英)斯威夫特 n.苹果公司开创的新款编程语言，
575

应用于iOS8及以上的应用程序

takeover 1 ['teik,əuvə] n.接管；验收
584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585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583

特林

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587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588 terrorist 1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589 testified 1 ['testɪfaɪ] v. 作证；证明；声明
590 testify 1 ['testifai] vt.证明，证实；作证 vi.作证；证明
591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592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93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94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595 thundering 1 ['θʌndəriŋ] adj.如雷鸣的；非常的；异乎寻常的 adv.非常，异常 n.打雷 v.打雷；发出雷鸣般声响；大声吼叫
586

（thunder的ing形式）

tightly 1 ['taitli] adv.紧紧地；坚固地
597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98 tokens 1 英 ['təʊkən] 美 ['toʊkən] n. 象征；标志；纪念品；代币；代价券；[语言学]语言符号 adj. 象征性的；装样子的
599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600 tools 1 [tuːl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601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ˈ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596

(英)特沃德

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603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6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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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05 transfer 1 [træns'fə:] n.转让；转移；传递；过户 vi.转让；转学；换车 vt.使转移；调任
606 transitional 1 [træn'ziʃənəl] adj.变迁的；过渡期的
607 trees 1 [triː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604

的复数形式

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09 troubled 1 ['trʌbld] adj.动乱的，不安的；混乱的；困惑的
610 troubling 1 adj.令人不安的;令人烦恼的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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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8

鲁克

truckload 1 ['trʌkləud] n.一货车的容量；货车荷载
613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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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5 tumble 1 vi.摔倒；倒塌；滚动；打滚；仓惶地行动 vt.使摔倒；使滚翻；弄乱 n.跌倒；翻筋斗；跌跤 [过去式tumbled过去分词
612

tumbled现在分词tumbling]

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617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616

形式）

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619 unstable 1 [,ʌn'steibl] adj.不稳定的；动荡的；易变的
620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21 vessels 1 ['vesəlz] n. 容器；船只；血管 名词vessel的复数形式.
622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623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624 wagon 1 ['wægən] n.货车，四轮马车 vt.用运货马车运输货物 n.(Wagon)人名；(法、德)瓦贡
6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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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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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7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28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618

示意；卷曲

weakening 1 n.弱化；疲软；衰减 v.削弱（weaken的ing形式）
630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631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632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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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4 window 1 ['windəu] n.窗；窗口；窗户
635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63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637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629

(英、德)沃斯特

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639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6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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