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10-20 词频表
the 9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5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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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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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 in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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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

it

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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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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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8 for 2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9 hav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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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 with 1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11 ar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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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s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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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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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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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Paris 12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15 w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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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not 10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7 you 1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8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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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their 9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20 thi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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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cars 8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22 cnn 8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23 enough 8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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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

灭；驱逐

tiessen 8 蒂森
26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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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28 bittermann 7 比特曼
29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30 on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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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sa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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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5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two 7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33 which 7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34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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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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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can 6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32

的）食品罐头
38

city

6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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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tainers 6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40 go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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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9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has 6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42 off 6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3 supply 6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44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5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6 up 6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47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48 around 5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49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0 car 5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51 chain 5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52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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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54 goods 5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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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 port 5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53
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Revell 5 n. 雷维尔
58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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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 space 5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60 toys 5 ['tɔɪz] n. 玩具 名词toy的复数形式.
61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2 aren 4 阿伦
63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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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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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lloon 4 [bə'lu:n] vi.激增；膨胀如气球 n.气球 vt.使像气球般鼓起；使激增 adj.像气球般鼓起的 n.(Balloon)人名；(法)巴隆
65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66 California 4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67 carrera 4 n.卡雷拉（意大利的知名滑雪品牌）；豪雅赛车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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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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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iggs 4 [higz] n.希格斯粒子
70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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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ma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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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

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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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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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75 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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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72

土)奥韦尔

president 4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77 really 4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78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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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76

稍微
4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繁
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79

speed

80

streets

4 [st'riːts] 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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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word 4 [sɔ:d] n.刀，剑；武力，战争 n.(Sword)人名；(英)索德
82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83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84 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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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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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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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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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long 3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91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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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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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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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backlog 3 ['bæklɔg] n.[管理]积压的工作；积压待办的事务；大木材 vt.储备；把…积压起来
9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5 company 3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96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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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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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9 freight 3 [freit] vt.运送；装货；使充满 n.货运；运费；船货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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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 help 3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98

普

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03 holiday 3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104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05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106 jim 3 [dʒim] n.吉姆（人名）
107 litt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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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 logistics 3 [ləu'dʒistiks] n.[军]后勤；后勤学 物流
109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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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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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11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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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10

以)莫雷

motorists 3 n.汽车驾驶员( motorist的名词复数 )
114 moving 3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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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3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17 probably 3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118 problem 3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119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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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0 pushing 3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116

形式）
121

righ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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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eason 3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123 show 3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122

肖

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125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126 transportation 3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127 warehouse 3 ['wεəhaus, 'wεəhauz, -haus] n.仓库；货栈；大商店 vt.储入仓库；以他人名义购进（股票）
128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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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131 angela 2 ['ændʒilə] n.安吉拉（女子名）
132 artifacts 2 ['ɑːrtɪfækts] n. 人工制品；史前古器物 名词artifact的复数形式. =artefacts.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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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4 battle 2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135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36 believed 2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137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138 bicycles 2 ['baɪsɪkl] n. 自行车 vi. 骑自行车
139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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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 bring 2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141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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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 captured 2 英 ['kæptʃə(r)] 美 ['kæptʃər] vt. 捕获；占领；夺取；吸引；(用照片等)留存 n. 捕获；战利品
143 challenges 2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144 Christmas 2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145 co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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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6 competitors 2 [kəm'petɪtəz] 竞争对手
147 correspondent 2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48 course 2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149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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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4

土)达伊

demand 2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152 directly 2 [英 [dəˈ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153 diver 2 ['daivə] n.潜水者；跳水的选手；潜鸟 n.(Diver)人名；(法)迪韦；(英)戴弗
154 drivers 2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155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6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157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58 facing 2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159 forwarding 2 v.促进；寄发；装订；转递（forward的ing形式） n.转发；促进；运输业务；各项装订工序
160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161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162 france 2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163 frank 2 [fræŋk] adj.坦白的，直率的；老实的 n.免费邮寄特权 vt.免费邮寄
164 friendly 2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165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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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1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166

guessed

2 [ɡes] v. 推测；猜中；以为 n. 猜测；猜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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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

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lf

Haussmann 2 豪斯曼
169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170 hig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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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

名；(英)海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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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 inaudible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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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 Israel 2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175 jersey 2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176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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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7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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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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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71

(英)卢克
179

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80

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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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issing 2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182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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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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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186 next 2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187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188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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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9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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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 percent 2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191 place 2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181

莱斯

plan 2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193 Ports 2 n.[水运]港口，[电子][计]端口（port的复数） n.宝姿（服装品牌）
194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195 pounds 2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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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92

(泰、缅)布

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198 retailers 2 ['riːteɪləz] 零售商
199 room 2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197
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200

2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sand

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202 scooters 2 n.踏板车；小轮摩托车；滑行艇（scooter的复数）
203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204 ships 2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205 slot 2 [slɔt] n.位置；狭槽；水沟；硬币投币口 vt.跟踪；开槽于 n.(Slot)人名；(英、荷)斯洛特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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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208 th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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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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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210 tr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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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212 vanessa 2 [və'nesə] n.瓦内萨（女子名）
213 wants 2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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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9

韦尔

wheeled 2 [hwi:ld] adj.轮式的；有轮的 v.滚动；装轮子（wheel的过去分词）
216 work 2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215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217

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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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king

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19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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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222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223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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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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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6 airtime 1 ['εə,taim] n.电影或电视节目开始的时间
227 alleviate 1 [ə'li:vieit] vt.减轻，缓和
228 alternatives 1 [ɔːl'tɜːnətɪvz] n. 其它选择；备选方案 名词alternative的复数形式.
229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230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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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 anchored 1 adj.固定的；抛锚的 v.固定；抛锚；主持（anchor的过去分词）
233 anchors 1 英 ['æŋkə(r)] 美 ['æŋkər] n. 锚；锚状物；依靠；新闻节目主播；压阵队员 v. 抛锚；停泊；用锚系住；担任（广播电视新
218

闻节目）的主持人

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235 Annapolis 1 [ə'næpəlis] n.安纳波利斯（美国马里兰州首府）
236 Anne 1 [æn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237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38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239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240 apparently 1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241 archeologists 1 n.考古学家（archeologist的复数形式）
242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243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244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245 arriving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246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247 Atlanta 1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248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249 automobiles 1 ['ɔːtəməbiːlz] 汽车
250 avenues 1 n. 林荫道，大街
251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52 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2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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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allone 1 巴洛内
254 bare 1 [bεə] adj.空的；赤裸的，无遮蔽的 vt.露出，使赤裸 n.(Bare)人名；(英)贝尔
255 baron 1 ['bærən] n.男爵；大亨；巨头 n.(Baron)人名；(英、汤)巴伦；(匈)鲍龙；(法、俄、德、意、捷、荷、罗、以、瑞典、印
253

尼)巴龙

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257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258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259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260 bicycle 1 ['baisikl] n.自行车 vi.骑脚踏车 vt.骑自行车运送
261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262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263 bikes 1 [baɪk] n. 自行车；脚踏车；摩托车 vi. 骑自行车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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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blade 1 [bleid] n.叶片；刀片，刀锋；剑
266 blown 1 [bləun] adj.吹制的，吹出的；开花的，盛开的；喘气的 v.风吹（blow的过去分词） n.(Blown)人名；(英)布洛恩
267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265

博德
268

bottom

1 ['bɔtəm] n.底部；末端；臀部；尽头 adj.底部的 vt.装底；测量深浅；查明真相 vi.到达底部；建立基础 n.(Bottom)人名；

(英)博顿

boulevard 1 ['bu:lvɑ:, 'buləvɑ:d] n.[建]林荫大道；（美）大马路 adj.娱乐性的 vt.给…提供林阴大街；把…建成林阴大街
270 boulevards 1 n.大街，林阴大道( boulevard的名词复数 )
271 bounced 1 [baʊns] vi. 弹起；重新恢复；退票 vt. 使弹起；解雇；驱逐 n. 弹跳；弹力；活力
272 boxes 1 英 [bɒksɪs] 美 [bɑːksɪs] n. 男式平角内裤 n. 盒子，箱子（名词box的的复数形式）
273 broaden 1 ['brɔ:dən] vi.扩大，变阔；变宽，加宽 vt.使扩大；使变宽
274 Brunswick 1 ['brʌnzwik] n.不伦瑞克（德国东部城市）
275 buried 1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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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7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278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279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280 cargo 1 ['kɑ:gəu] n.货物，船货 n.(Cargo)人名；(英、西)卡戈
281 carriages 1 ['kærɪdʒɪz] 车辆
282 carri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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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3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284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269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286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287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288 checking 1 ['tʃekiŋ] n.校验；[电子][通信]抑制；[涂料]龟裂；检查；[力]裂纹
289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290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291 cle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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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285
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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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3

梅
295

commodities

1

英 [kə'mɒdəti] 美 [kə'mɑːdəti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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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 商品；日用品；有价值之物

commuters 1 n.（远距离）上下班往返的人( commuter的名词复数 )
297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298 competes 1 [kəm'piːt] v. 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299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300 congestion 1 n.拥挤；拥塞；淤血
301 constant 1 ['kɔnstənt] adj.不变的；恒定的；经常的 n.[数]常数；恒量 n.(Constant)人名；(德)康斯坦特
302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303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304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305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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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96

(法)库尔

crisscrossed 1 ['krɪsˌkrɒs] v. 交叉；来回移动 adj. 交叉的；十字形的 n. 十字形
308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309 crosstalk 1 英 ['krɒstɔːk] 美 ['krɔːstɔːk] n. [电子]串话干扰；交调失真；顶嘴；相声
310 crusader 1 [kru:'seidə] n.改革者；十字军战士
311 crusades 1 十字军
312 cup 1 [kʌp] n.杯子；奖杯；酒杯 vt.使成杯状；为…拔火罐
313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314 currents 1 ['kʌrənts] n. 电流；气流 名词current的复数形式.
315 cycles 1 ['saɪkl] n. 循环；周期；自行车；摩托车 v. 骑自行车；(使)轮转；(使)循环
316 Daguerre 1 [də'ger] n.达盖尔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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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07
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318

1 [deɪt] n. 日期；年代；会晤时间；约会；约会对象；枣椰树；枣子 v. 给 ... 标明日期；确定年代；过时；显老；和 ... 约
会；追溯到

date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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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321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322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323 dedicated 1 ['dedikeitid] adj.专用的；专注的；献身的 v.以…奉献；把…用于（ded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24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325 deflate 1 [di'fleit] vt.放气；使缩小；紧缩通货；打击；使泄气 vi.缩小；物价下降
326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327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328 desperately 1 ['despərətli] adv.拼命地；绝望地；极度地
32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330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331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332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333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334 disruptions 1 n.中断( disruption的名词复数 ); 分裂; 瓦解; 破坏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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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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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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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8 drives 1 n. 驱动程序；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.
339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340 eager 1 ['i:gə] adj.渴望的；热切的；热心的 n.(Eager)人名；(英)伊格
3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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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342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343 economies 1 [ɪ'kɒnəmɪz] 节约；经济（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）
344 effecting 1 [ɪ'fekt] n. 效应；结果；影响；印象；效果；要旨 v. 使产生；引起
345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346 ego 1 ['i:gəu, 'egəu] n.自我；自负；自我意识 n.(Ego)人名；(日)依怙(姓)；(法)埃戈
347 electric 1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348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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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0 England 1 n.英格兰
351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352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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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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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5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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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 facilities 1 [fə'sɪlɪtɪz] n. 设施；设备；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.
358 factories 1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359 figures 1 ['fɪgəs] n. 图形，数字，外形，体型，形状，人物，塑像，图表，(冰上表演动作的)花样（figure的复数形式 v. 是重要部
354

分，认为，演算，领会到（figur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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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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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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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3 flashes 1 ['flæʃɪz] n. 光芒；闪光 动词flash的复数形式.
364 floating 1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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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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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60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tress 1 ['fɔ:tris] n.堡垒；要塞 vt.筑要塞；以要塞防守
368 fragments 1 ['fræɡmənt] n. 碎片；片段 v. 使破碎；分裂
369 freely 1 ['fri:li] adv.自由地；免费地；大量地；慷慨地；直率地
370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371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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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3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374 Gettysburg 1 ['getiz,bə:g] n.葛底斯堡（美国一城市名）
375 gifts 1 [ɡɪft] n. 礼物；赠品 n. 天赋；才能 vt. 赋予；赠送
376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377 glance 1 [glɑ:ns, glæns] n.一瞥；一滑；闪光 vi.扫视，匆匆一看；反光；瞥闪，瞥见 vt.扫视；瞥见；擦过 n.(Glance)人名；(英)格
367

兰斯

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379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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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1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382 graceful 1 ['greisful] adj.优雅的；优美的
383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384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385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3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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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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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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86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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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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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lium 1 ['hi:liəm] n.[化学]氦（符号为He，2号元素）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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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92 herculean 1 [,hə:kju'li:ən; hə'ku:liən] adj.力大无比的；困难的；赫拉克勒斯的
393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394 Hidalgo 1 [hi'dælgəu] n.西班牙的绅士（低于最高贵族，大公）；西班牙的下级贵族 n.(Hidalgo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)伊达尔戈
395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396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397 historian 1 [his'tɔ:riən] n.历史学家
398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390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p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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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0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401 horses 1 ['hɔːsɪz] n. 马（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） v. 骑马；捉弄（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402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403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404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405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406 increased 1 [ɪn'kriː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07 incredible 1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408 inevitable 1 [in'evitəbl] adj.必然的，不可避免的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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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0 instances 1 ['ɪnstəns] n. 例子；场合；情况；要求；诉讼程序 vt. 举例说明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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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12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ːl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413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414 Israeli 1 [iz'reili] adj.以色列的；以色列人的 n.以色列人
415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416 joggers 1 [d'ʒɒɡəz] n. 宽松慢跑裤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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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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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19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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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1 knock 1 [nɔk] vi.敲；打；敲击 vt.敲；打；敲击；批评 n.敲；敲打；爆震声
422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423 lanes 1 拉纳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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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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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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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25

形成或分成层次；[植]通过压条法而生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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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28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427
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429

limit

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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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431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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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3 liv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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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30

(英)利文

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435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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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37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434

英)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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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9 Louis 1 ['lu:i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440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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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2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443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444 mangers 1 曼格斯
445 Manning 1 ['mæniŋ] n.人员配备 v.为…配备人手（man的ing形式） n.(Manning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曼宁
446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447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448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49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450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451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452 modes 1 英 [məʊdz] 美 [moʊdz] n. 模式 名词mode的复数形式.
453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454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455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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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38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torist 1 ['məutərist] n.驾车旅行的人，开汽车的人
457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458 narrow 1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459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460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461 nightmare 1 ['naitmεə] n.恶梦；梦魇般的经历 adj.可怕的；噩梦似的
462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463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464 occupied 1 ['ɔkjupaid] adj.已占用的；使用中的；无空闲的 v.占有（occupy的过去分词）
465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466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467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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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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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0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471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472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473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474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4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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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pponent 1 [ə'pəunənt] n.对手；反对者；敌手 adj.对立的；敌对的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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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78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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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81 overcrowded 1 [,əuvə'kraudid] adj.过度拥挤的 v.拥挤（overcrowd的过去分词）
482 oxygen 1 ['ɔksidʒən] n.[化学]氧气，[化学]氧
483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484 Parisian 1 [pə'rizjən] adj.巴黎人的；巴黎的 n.巴黎人
485 parisians 1 n.巴黎人( Parisian的名词复数 )
486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487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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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9 pedestrians 1 [pɪ'destrɪəns] n. 行人 名词pedestrian的复数形式.
490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491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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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3 photo 1 ['fəutəu] n.照片
494 photograph 1 ['fəutəgrɑ:f, -græf] vt.为…拍照；使深深印入 vi.拍照；在照片上显得 n.照片，相片
495 picnic 1 ['piknik] n.野餐 vi.去野餐
496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497 piecing 1 [pɪsɪŋ] n. 接头 动词pie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98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499 plowed 1 [plau] vi.[农机]犁；耕地；破浪前进；开路 vt.[农机]犁；耕；开路 n.[农机]犁；似犁的工具；北斗七星
500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475

茨

politically 1 [pə'litikli] adv.政治上
502 pollution 1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503 pottery 1 ['pɔtəri] n.陶器；陶器厂；陶器制造术
504 precision 1 [pri'siʒən] n.精度，[数]精密度；精确 adj.精密的，精确的
505 predicting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506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507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508 proving 1 ['pru:viŋ] v.证明；校对；发酵（prove的ing形式） n.证明；检查；校对 adj.检验的
509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510 radar 1 ['reidə] n.[雷达]雷达，无线电探测器 n.(Radar)人名；(塞)拉达尔
511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512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513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514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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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1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517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518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519 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520 repurposing 1 [rɪpɜː'pəsɪŋ] n. 重定目标
5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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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semble 1 [ri'zembl] vt.类似，像
522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523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524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525 ridding 1 [rɪd] vt. 摆脱；除去
526 ride 1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521
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527

rocks 1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29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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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8

名；(英)拉什

schedule 1 ['ʃədju:əl, -dʒu:əl, 'skedʒu:əl, -dʒuəl] vt.安排，计划；编制目录；将……列入计划表 n.时间表；计划表；一览表
532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33 scuba 1 ['sku:bə] n.水肺；水中呼吸器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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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31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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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6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537 seine 1 [sein] n.围网；拖地大网 vt.用围网捕捞 vi.用围网捕鱼
538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535

瑞典)塞尔

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540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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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9

话·威妥玛)

shells 1 ['ʃelz] n. 贝壳 名词shell的复数形式.
543 shelves 1 [ʃelvz] n.架子（shelf的复数） v.装架（shel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44 shifted 1 [ʃɪft] v. 移动；改变；换挡；字型转换 n. 轮班；变化；移动；计谋；轮班职工
545 shined 1 [ʃain] vi.照耀；显露；出众 n.光泽；擦亮；晴天 vt.擦亮；把…的光投向 n.(Shine)人名；(英)夏因；(日)新荣(姓)
546 shipments 1 [ʃiːp'mənts] n. 装运；货物 名词shipment的复数形式.
547 shipped 1 [ʃɪpt] adj.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48 shipping 1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549 shoes 1 ['ʃuːz] n.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.
550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551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52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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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54 shutdowns 1 n.关闭，倒闭( shutdown的名词复数 )
555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556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557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558 sized 1 [saizd] adj.有…大小的 v.相比（size的过去分词）；按大小分类
559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560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561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542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562

soaring

1 ['sɔ:riŋ] adj.翱翔的；高耸的；猛增的 v.高耸（soa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高飞；猛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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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564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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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6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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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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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8

stone

1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
(英)斯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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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res 1 [s'tɔː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571 straighten 1 ['streitən] vt.整顿；使…改正；使…挺直；使…好转 vi.变直；好转
572 strangle 1 ['stræŋgl] vt.把…勒死；使…窒息 vi.窒息而死；被勒死
573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574 stu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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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5 stumble 1 ['stʌmbl] vi.踌躇，蹒跚；失足；犯错 vt.使…困惑；使…绊倒 n.绊倒；蹒跚而行
576 suburbanite 1 [sə'bə:bə,nait] n.郊区居民
577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578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579 surge 1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580 tables 1 [teɪblz] n.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.
581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569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583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584 tangled 1 ['tæŋgld] adj.紊乱的；纠缠的；缠结的；复杂的
585 tasked 1 英 [tɑːsk] 美 [tæsk] n. 任务；工作 vt. 交给某人（任务)；使做艰苦的工作
586 temple 1 ['templ] n.庙宇；寺院；神殿；太阳穴 n.(Temple)人名；(法)唐普勒；(英)坦普尔
587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588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589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590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91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92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593 thoroughfares 1 n.大道，大街( thoroughfare的名词复数 ); 通行
594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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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6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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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2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iming 1 ['taimiŋ] n.定时；调速；时间选择 v.为…安排时间；测定…的时间（time的ing形式）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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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9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600 toss 1 [tɔs, tɔ:s] n.投掷；摇荡；投掷的距离；掷币赌胜负 vt.投掷；使…不安；突然抬起；使…上下摇动；与…掷币打赌 vi.辗
597

转；被乱扔；颠簸；掷钱币决定某事 n.(Toss)人名；(瑞典)托斯

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602 toy 1 [tɔi] n.玩具；小装饰品；不值钱的东西 vi.玩弄；调情；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.作为玩具的；玩物似的 n.(Toy)人名；(英、土)
601

托伊；(法)图瓦

tracked 1 ['trækt] adj.有履带的 v.[计][电子]跟踪，追踪（track的过去式）
604 trains 1 [treɪn] n. 列车；火车；行列；一系列 vt. 训练；培训；瞄准 vi. 进行锻炼，接收训练；练习
605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06 transform 1 [træns'fɔ:m, trænz-, trɑ:n-] vt.改变，使…变形；转换 vi.变换，改变；转化
6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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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nslated 1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608 trans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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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9 transporting 1 ['trænspɔːrt] n. 运输 动词trans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610 tremendously 1 [tri'mendəsli] adv.非常地；可怕地；惊人地
61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12 trucks 1 [trʌk] n. 卡车；手推车；敞篷货车 n. 交易；交往；商品蔬菜；实物工资；<口>垃圾 v. 以卡车运 v. 交易；打交道
613 twisted 1 ['twistid] adj.扭曲的 v.扭动（twist的过去式）
614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615 underway 1 ['ʌndə'wei] adj.进行中的；起步的；航行中的 n.[公路]水底通道
616 unfair 1 [,ʌn'fεə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
617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618 unofficial 1 [,ʌnə'fiʃəl] adj.非官方的；非正式的
619 unreliable 1 [ˌʌnrɪ'laɪəbl] adj. 不可靠的
620 update 1 [ʌp'deit, 'ʌpdeit] vt.更新；校正，修正；使现代化 n.更新；现代化
621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22 upshot 1 ['ʌpʃɔt] n.结果，结局；要点
623 upward 1 ['ʌpwəd] adj.向上的；上升的 adv.向上
624 us 1 pron.我们
625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626 vehicles 1 ['viː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627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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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8 vessels 1 ['vesəlz] n. 容器；船只；血管 名词vessel的复数形式.
629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630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631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6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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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3 warehouses 1 英 ['weəhaʊs] 美 ['werhaʊs] n. 仓库 vt. 存入仓库
634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35 waves 1 [weivz] n.[物][军]波（wave的复数形式） v.波动；起伏（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挥动
6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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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7 wed 1 [wed] vt.与...结婚；娶；嫁 vi.结婚；娶；嫁
638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639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640 weighed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641 weighs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642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643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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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4 wheels 1 [wiːl] n. 方向盘；车轮；旋转；周期 vi. 旋转；转动；改变方向 vt. 用车运；转动；给 ... 装轮子
645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6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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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7 whisks 1 [wɪsk] n. 拂；扫帚；毛掸子；搅拌器 v. 拂；迅速移动；搅拌
64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49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650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6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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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2 witness 1 ['witnis] n.证人；目击者；证据 vt.目击；证明；为…作证 vi.作证人 n.(Witness)人名；(津)威特尼斯
6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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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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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65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56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657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658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5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60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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