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10-29 词频表
the 6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47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1

通话·威妥玛)

of 4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it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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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nd 3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6 that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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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8 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9 for 2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0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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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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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we 17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12 this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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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plastic 15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14 be 1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5 On 11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11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really 1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17 you 1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8 with 10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19 as 9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20 but 9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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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n 8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3 jus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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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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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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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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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so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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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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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us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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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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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31 like 6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32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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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our 6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4 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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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

灭；驱逐

packaging 6 ['pækidʒiŋ] n.包装；包装业，包装风格 v.包装（package的ing形式）
36 planet 6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37 pumpkins 6 n. 南瓜（pumpkin的复数）
38 seaweed 6 ['si:wi:d] n.海藻，海草
39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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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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稍微

telescope 6 ['teliskəup] vt.压缩；使套叠 vi.套叠；变短 n.望远镜；缩叠式旅行袋
41 w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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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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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 at 5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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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because 5 [bi'kɔz] conj.因为
45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46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7 re 5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8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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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ve 5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0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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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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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nn 4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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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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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 galaxy 4 n.[天]星系；银河系（theGalaxy）；一群显赫的人 n.三星智能手机品牌2015年三星中国公布Galaxy的中文名称为“盖乐
52

世”（Galaxy） [复数galaxies]

grows 4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57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58 lo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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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

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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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problem 4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61 star 4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59
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62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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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ime

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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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66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7 actually 3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68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69 bottles 3 英 ['bɒtl] 美 ['bɑːtl] n. 瓶子 vt. 抑制；把 ... 装入瓶内
7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1 detected 3 [dɪ'tektɪd] adj. 检测到的 动词det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72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73 don 3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74 d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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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fi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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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food 3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77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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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looking 3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79 material 3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80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81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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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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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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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more

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84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85 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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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 plant 3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特；
83

(法)普朗

pumpkin 3 ['pʌmpkin, 'pʌŋ-] n.南瓜
88 replace 3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89 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90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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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

的）售得金额
91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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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93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94 when 3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92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96 with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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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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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9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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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5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100

according 2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
使符合；使适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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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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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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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05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106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07 box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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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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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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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0 card 2 [kɑ:d] n.卡片；纸牌；明信片 vt.记于卡片上 n.(Card)人名；(英)卡德
111 Chandra 2 n.钱德拉（印度的月神）
112 cheaper 2 ['tʃiːpər] adj. 比较便宜的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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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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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 containers 2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116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117 delivery 2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118 discovery 2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119 durable 2 ['djuərəbl] adj.耐用的，持久的 n.耐用品
120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21 etna 2 ['etnə] n.小酒精炉；酒精灯煮水器
122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123 exoplanet 2 [ek'sɒpleɪnɪt] n. （太阳系以外的）外部行星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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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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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25

fast

1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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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28 gr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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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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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30 heads 2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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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

名；(英)海伊

hill 2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133 hold 2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132
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inaudible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135 inspiration 2 [,inspə'reiʃən] n.灵感；鼓舞；吸气；妙计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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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138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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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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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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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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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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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iquid 2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142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143 London 2 ['lʌndən] n.伦敦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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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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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d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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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6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147 million 2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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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9 na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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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ture 2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151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152 outside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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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3 pH 2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154 pi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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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0

典)皮克

Pierre 2 [pi(:)'ɛə] n.皮埃尔（男子名）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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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7 properties 2 [p'rɒpətɪz] n. 道具；属性；性能；资产；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.
158 raised 2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159 recycled 2 [ˌriː'saɪkl] vt. 再利用；使再循环；再制 vi. 循环 n. 再循环
160 researchers 2 ['rɪsɜːt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161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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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5

人名；(英)赖特
162

said 2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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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163

say

164

school

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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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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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6 signs 2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167 solution 2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168 solve 2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169 stars 2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170 station 2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171 steep 2 [sti:p] adj.陡峭的；不合理的；夸大的；急剧升降的 vt.泡；浸；使…充满 vi.泡；沉浸 n.峭壁；浸渍
172 s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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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174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175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176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177 throw 2 [θrəu] vt.投；抛；掷 vi.抛；投掷 n.投掷；冒险
178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179 tons 2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180 vegetables 2 ['vedʒɪtəblz] 蔬菜,vegetable的复数形式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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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 want 2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183 waste 2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165

的；荒芜的

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185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186 whole 2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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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18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190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191 absorbs 1 英 [əb'sɔːb] 美 [əb'sɔːrb] vt. 吸收；吸引 ... 的注意；吞并；承受
192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193 advance 1 [əd'vɑ:ns, əd'væns] n.发展；前进；增长；预付款 vt.提出；预付；使……前进；将……提前 vi.前进；进展；上涨 adj.预
184

先的；先行的

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95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96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197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198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99 alternative 1 [ɔ:l'tə:nətiv] adj.供选择的；选择性的；交替的 n.二中择一；供替代的选择
200 alternatives 1 [ɔːl'tɜːnətɪvz] n. 其它选择；备选方案 名词alternative的复数形式.
201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02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203 analysis 1 [ə'næləsis] n.分析；分解；验定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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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06 apple 1 n.苹果，苹果树，苹果似的东西；[美俚]炸弹，手榴弹，（棒球的）球；[美俚]人，家伙。
207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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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 astronomers 1 n.天文学者，天文学家( astronomer的名词复数 )
209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210 awesome 1 [英['ɔː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1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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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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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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g 1 [[bæg] n.袋；猎获物；（俚）一瓶啤酒 vt.猎获；把…装入袋中；占据，私吞；使膨大 vi.松垂
213 bake 1 [beik] vt.烤，烘焙 vi.烘面包；被烤干；受热 n.烤；烘烤食品 n.(Bake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巴克
214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215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216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17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218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219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220 bgr 1 Brigade Group 旅战斗群(英)
221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222 biodegrade 1 [,baiəudi'greid] vt.生物递降分解 vi.进行生物降解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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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2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box 1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225 bread 1 [bred] n.面包；生计 vt.在…上洒面包屑
226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224
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brilliant 1 adj.灿烂的，闪耀的；杰出的；有才气的；精彩的，绝妙的
228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229 bubble 1 ['bʌbl] n.气泡，泡沫，泡状物；透明圆形罩，圆形顶 vi.沸腾，冒泡；发出气泡声 vt.使冒泡；滔滔不绝地说
230 bust 1 [bʌst] vi.破产；爆裂；降低级别 vt.使破产；使爆裂；逮捕 n.破产；半身像；萧条；胸部 adj.破产了的；毁坏了的 n.(Bust)
227

人名；(德)布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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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 calls 1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233 caps 1 [kæps] n. 帽子 名词cap的复数形式.
234 carbon 1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235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236 caused 1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237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238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239 chemists 1 ['kemɪsts] 药房
240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241 Clark 1 [kla:k] n.克拉克（男子名） n.(Clark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芬、斐、意、德、匈、英、土)克拉克
242 cleverly 1 ['klevəli] adv.聪明地 n.(Cleverly)人名；(英)克莱弗利
243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231
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cocktails 1 ['kɔkteilz] n. 鸡尾酒（cocktail的复数）
245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246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247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248 compressed 1 [kəm'prest] adj.被压缩的；扁平的
249 concept 1 ['kɔnsept] n.观念，概念
250 confirm 1 [kən'fə:m] vt.确认；确定；证实；批准；使巩固
251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252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253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54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2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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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256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257 credentials 1 [kri'denʃəlz] n.[管理]证书；文凭；信任状（credential的复数） v.得到信用；授…以证书（credential的三单形式）
258 creme 1 n.奶油；乳酪；奶皮；香甜的酒
259 crop 1 [krɔp] n.产量；农作物；庄稼；平头 vt.种植；收割；修剪；剪短 vi.收获
260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261 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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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55

土)达伊

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264 decomposing 1 英 [ˌdiːkəm'pəʊz] 美 [ˌdiːkəm'poʊz] v. 分解，拆分，拆解；腐烂
265 dem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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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6 Denali 1 [də'nɑ:li] n.德纳里峰（美国阿拉斯加州中南部山脉，即麦金利山）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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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68 detect 1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269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270 dim 1 [dim] adj.暗淡的，昏暗的；模糊的，看不清的；悲观的，怀疑的 vt.使暗淡，使失去光泽；使变模糊 vi.变模糊，变暗淡 n.
263

笨蛋，傻子 n.(Dim)人名；(俄)季姆；(柬)丁

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272 disappears 1 英 [ˌdɪsə'pɪə(r)] 美 [ˌdɪsə'pɪr] vi. 消失；不见；失踪
273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274 discreet 1 [dis'kri:t] adj.谨慎的；小心的
275 diversity 1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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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1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ramatically 1 adv.戏剧地；引人注目地 adv.显著地，剧烈地
278 drinks 1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279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280 drove 1 n.畜群；牛群、羊群等；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(Drove)人名；德罗韦 v.驾驶（drive的过去式）；赶(牲畜)；(牲畜贩
277

子)买卖(牲畜)

dumped 1 ['dʌmpt] adj. 废弃的；弃扔的；堆的 动词dum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82 dynamics 1 [dai'næmiks] n.动力学，力学
283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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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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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7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288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289 eliminates 1 [ɪ'lɪmɪneɪt] v. 除去；剔除；忽略；淘汰
290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291 enables 1 [ɪ'neɪbl] vt. 使能够；使可能
292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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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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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5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296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297 exploded 1 [ik'spləudid] adj.爆炸了的；分解的；被破除的 v.爆炸（explode的过去分词）
298 extracts 1 ['ekstrækt] vt. 摘录；提取；拔出；榨出；选取 [计算机] 提取. n. 摘录；精华；榨出物
2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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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tragalactic 1 [,ekstrəgə'læktik] adj.银河系外的
300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301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302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299

触摸

fertilizer 1 ['fə:tilaizə] n.[肥料]肥料；受精媒介物；促进发展者
304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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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6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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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 flagship 1 ['flægʃip] n.旗舰；（作定语）一流；佼佼者
309 fluid 1 ['flu(:)id] adj.流动的；流畅的；不固定的 n.流体；液体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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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03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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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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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3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314 freshwater 1 ['freʃ'wɔ:tə] adj.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淡水；内河；湖水 n.(Freshwater)人名；(英)弗雷什沃特
315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316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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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8 fruits 1 [f'ruːts] n.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.
319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320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321 galaxies 1 ['ɡæləksi] n. 银河；星系；一群杰出的人
322 generated 1 [d'ʒenəreɪtɪd] adj. 生成的 动词gen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23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324 glee 1 ['gli:] n.快乐；欢欣；重唱歌曲 n.(Glee)人名；(法)格莱
325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326 gloves 1 [ɡ'lʌvz] n. 手套（名词glove的复数形式）
327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328 gourd 1 [guəd] n.葫芦，葫芦属植物；脑瓜 n.(Gourd)人名；(法)古尔；(英)古尔德
329 greaseproof 1 ['gri:spru:f] adj.不透油的；防油脂的
330 grou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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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1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332 gym 1 [dʒim] n.健身房；体育；体育馆
333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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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31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lloween 1 [,hæləu'i:n] n.万圣节前夕（指十月三十一日夜晚）
33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336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337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338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339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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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341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342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343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3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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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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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m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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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6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347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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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5

特

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350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351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352 hydration 1 [hai'dreiʃən] n.[化学]水合作用
353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54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355 inar 1 伊纳尔
356 incredible 1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357 indeed 1 [in'di:d] adv.的确；实在；真正地；甚至 int.真的（表示惊讶、怀疑、讽刺等）
358 indestructible 1 [,indi'strʌktəbl] adj.不可毁灭的，不能破坏的
359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360 inexpensive 1 [,inik'spensiv] adj.便宜的
361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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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63 intervention 1 [,intə'venʃən] n.介入；调停；妨碍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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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5 issued 1 ['ɪʃuː]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366 Johnston 1 ['dʒɔnstən] n.约翰斯顿（姓氏）
367 keen 1 [ki:n] adj.敏锐的，敏捷的；渴望的；强烈的；热心的；锐利的 n.痛哭，挽歌 n.(Keen)人名；(英)基恩；(德)肯；(肯)金
368 ketchup 1 n.番茄酱
369 Kilimanjaro 1 [,kilimən'dʒɑ:rəu] n.乞力马扎罗山（非洲最高峰）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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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372 lab 1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373 landfills 1 ['lændfɪl] n. 垃圾填埋地；垃圾填埋法 vt. 在垃圾填埋地上处理
374 leak 1 [li:k] n.泄漏；漏洞，裂缝 vt.使渗漏，泄露 vi.漏，渗；泄漏出去 n.(Leak)人名；(英)利克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力
375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349

(俄)利涅

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377 lining 1 ['lainiŋ] n.衬里；内层；衬套
378 liquids 1 ['lɪkwɪdz] 液体
379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380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381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382 Lucas 1 ['lu:kəs] n.卢卡斯（男子名，等于Luke）
383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376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385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386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87 marathon 1 ['mærəθɔn] n.马拉松赛跑；耐力的考验 adj.马拉松式的；有耐力的 vi.参加马拉松赛跑
388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3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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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9

master 1 ['mɑ:stə, 'mæstə] vt.控制；精通；征服 n.硕士；主人；大师；教师 adj.主人的；主要的；熟练的 n.(Master)人名；(英)马斯
特

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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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2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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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4 membrane 1 ['membrein] n.膜；薄膜；羊皮纸
395 mess 1 [mes] n.混乱；食堂，伙食团；困境；脏乱的东西 vt.弄乱，弄脏；毁坏；使就餐 vi.把事情弄糟；制造脏乱；玩弄 n.
390

(Mess)人名；(德、罗)梅斯

meter 1 [mi:tə] n.米；仪表；[计量]公尺；韵律 vt.用仪表测量 vi.用表计量 n.(Meter)人名；(英)米特；(塞)梅特
397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398 milky 1 ['milki] adj.乳白色的；牛奶的；乳状的；柔和的；混浊不清的 n.(Milky)人名；(巴基)米尔基
399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400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401 mix 1 [miks] vt.配制；混淆；使混和；使结交 vi.参与；相混合；交往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乱 n.(Mix)人名；(德、英)米克斯
402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40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40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405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406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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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8 mt 1 abbr.磁带（MagneticTape）；平均时间（MeanTime）；军事训练（MilitaryTraining）；主计时器（MasterTimer）
409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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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0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411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412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413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414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415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16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417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418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419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20 oaks 1 [əuks] n.橡树（oak的复数）
421 observe 1 vt.庆祝 vt.观察；遵守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 vi.观察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
422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423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424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425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426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427 orange 1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428 orbit 1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429 orbiting 1 ['ɔː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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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1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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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6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433

partnered

1

英 ['pɑːtnə(r)] 美 ['pɑːrtnər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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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
partnerships 1 伙伴关系
435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436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434
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438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439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440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441 photographed 1 英 ['fəʊtəɡrɑːf] 美 ['foʊtəɡræf] n. 相片 vi. 拍照，摄影；被照相 vt. 给 ... 照相
442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437

莱斯

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444 planets 1 [p'lænɪts] 行星
445 plastics 1 ['plæstiks] n.塑料；整形外科；外科修补术
446 pods 1 abbr.资料库系统规则（PrinciplesofDatabaseSystems）
447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448 pool 1 [pu:l] n.联营；撞球；水塘；共同资金 vi.联营，合伙经营 vt.合伙经营 n.(Pool)人名；(英、西)普尔；(芬、德)波尔
449 pools 1 [puːlz] n. 每周足球普尔 名词pool的复数形式.
450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451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452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453 proof 1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443

透

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455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454

(泰、缅)布

ray 1 n.射线；光线；【鱼类】鳐形目(Rajiformes)鱼 vt.放射；显出 vi.放射光线；浮现
457 rays 1 [reɪz] n.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.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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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56

人名；(英)雷迪

reasons 1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46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461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462 reliance 1 [ri'laiəns] n.信赖；信心；受信赖的人或物
463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46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465 revolutionize 1 [,revə'lju:ʃənaiz] vt.发动革命；彻底改革；宣传革命 vi.革命化；从事革命
466 robin 1 ['rɔbin] n.知更鸟 鸫
467 rolling 1 ['rəuliŋ] n.旋转；动摇；轰响 adj.旋转的；起伏的；波动的
468 rolls 1 [rəulz] n.滚动（roll的复数）；面包卷；捆；卷轴；辊碎机 v.滚动；行驶；盘旋；辗；使左右摇晃；运转（roll的三单形
459

式）
4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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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ush

sauces 1 [sɔːs] n. 酱汁；调味汁；<口>无礼 vt. 给 ... 调味；使 ... 增加趣味；对 ... 无礼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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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2 schtick 1 n. 滑稽场面；特色
473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474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475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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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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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ds 1 [siː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478 seeking 1 [siː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479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80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477

(英)西尼尔

sequesters 1 英 [sɪ'kwestə(r)] 美 [sɪ'kwestər] vt. 使 ... 隔绝； 隐退 vt. 扣押
482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481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helf 1 n.架子；搁板；搁板状物；暗礁
484 shipped 1 [ʃɪpt] adj.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85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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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83

肖

Sicilian 1 [si'siljən] adj.西西里岛的 n.西西里岛人
488 Sicily 1 ['sisili] n.西西里岛（意大利一岛名）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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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0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491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492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493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494 sited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495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496 skyrocketed 1 英 ['skaɪrɒkɪt] 美 ['skaɪrɑːkɪt] n. 冲天火箭（烟火） vt. 使 ... 上升； 发射 vi. 陡升； 猛涨
497 sled 1 [sled] n.雪橇 vi.乘雪橇；用雪橇运 vt.用摘棉机摘；用雪橇运
498 sledding 1 ['slediŋ] n.乘雪橇；适用雪橇的地面状况；进行情况 v.乘雪橇；用雪橇运（sled的ing形式）
499 sleds 1 [sled] n. <美>雪撬
500 slick 1 [slik] adj.光滑的；华而不实的；聪明的；熟练的；老套的 n.[机]平滑器；[机]修光工具；通俗杂志 adv.灵活地；聪明地
487

vt.使光滑；使漂亮 vi.打扮整洁 n.(Slick)人名；(英)斯利克

slide 1 n.滑动；幻灯片；滑梯；雪崩 vi.滑动；滑落；不知不觉陷入 vt.滑动；使滑动；悄悄地迅速放置
502 sliming 1 ['slaɪmɪŋ] n. 泥浆化(细粒化)
503 slimy 1 ['slaimi] adj.黏滑的；泥泞的；谄媚的，虚伪的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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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01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mash 1 [smæʃ] vt.粉碎；使破产；溃裂 n.破碎；扣球；冲突；大败 vi.粉碎；打碎 adj.了不起的；非常轰动的；出色的
506 smashing 1 ['smæʃiŋ] adj.了不起的，极好的；粉碎性的，猛烈的 v.粉碎（smash的现在分词）
507 solutions 1 [sə'luːʃnz] n. 解答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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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9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510 spacecraft 1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511 starts 1 [s'tɑːt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512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513 stem 1 [stem] n.干；茎；船首；血统 vt.阻止；除去…的茎；给…装柄 vi.阻止；起源于某事物；逆行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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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5 streak 1 [stri:k] n.条纹，线条；倾向 vi.飞跑，疾驶；加上条纹 vt.飞跑，疾驰；加条纹于
516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517 streets 1 [st'riːts] 街道
518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519 suitable 1 ['sju:təbl] adj.适当的；相配的
5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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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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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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2 sustainable 1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523 swallowed 1 英 ['swɒləʊ] 美 ['swɑːloʊ] n. 燕子；吞咽；一次吞咽的量 v. 忍受；吞下；咽下；轻信；不流露感情；收回
524 tabs 1 [tæbs] n. 跳格设定；制表符 名词tab的复数形式.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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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26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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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7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28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29 theory 1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530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520
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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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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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 tickets 1 ['tɪkɪt] n. 票；券；标签；罚单；候选人名单 vt. 加标签于；售票；开罚单；检票，查验票证
534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531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536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37 transit 1 ['trænsit, -zit, 'trɑ:n-] n.运输；经过 vt.运送 vi.经过
538 transiting 1 ['trænzɪt] n. 运输；经过；转变；[天]中天；凌日；经纬仪 vt. 穿越；旋转 vi. 越过
539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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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5

的复数形式

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54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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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4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545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546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547 uncertainty 1 [,ʌn'sə:tənti] n.不确定，不可靠
548 universe 1 ['ju:nivə:s] n.宇宙；世界；领域
549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50 us 1 pron.我们
551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55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553 Vesuvius 1 [vi'su:vjəs] n.维苏威火山（意大利西南部）
554 vine 1 [vain] n.藤；葡萄树；藤本植物；攀缘植物 vi.长成藤蔓；爬藤 n.(Vine)人名；(葡)维内；(英)瓦因
555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556 warehous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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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57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58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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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9 waterproof 1 ['wɔ:təpru:f, 'wɔ-] adj.防水的，不透水的 vt.使防水 n.防水材料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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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1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562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563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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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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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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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7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568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569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70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571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572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565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574 wrapping 1 ['ræpiŋ] n.包装纸，包装材料 adj.包装用的 v.裹住（wrap的ing形式）
575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573

人名；(英)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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