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11-04 词汇表
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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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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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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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使
符合；使适合

acknowledging 1 [ək'nɒlɪdʒɪŋ] adj. 确认的；承认的 动词acknowled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6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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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9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10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11 adoption 1 [ə'dɔpʃən] n.采用；收养；接受
12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13 affordable 1 [ə'fɔ:dəbl] adj.负担得起的
14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5 Ag 2 [æg] abbr.八月（August） symb.银（silver）
16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7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18 ages 2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19 agricultural 3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20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21 air 7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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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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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25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26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7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8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9 americans 3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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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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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annually 1 ['ænjuəli]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
33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34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35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36 apples 2 ['æplz] n. 苹果 名词apple的复数形式.
37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38 are 13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39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40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41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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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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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tronauts 2 ['æstrənɔː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45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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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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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uthorize 1 ['ɔ:θəraiz] vt.批准，认可；授权给；委托代替
47 authorized 1 ['ɔ:θəraizd] adj.经授权的；经认可的 v.授权；批准；辩护（authorize的过去分词）
48 available 2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49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46

间色

awarded 1 英 [ə'wɔːd] 美 [ə'wɔː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51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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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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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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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bahrain 1 [ba:'rein] n.巴林岛
54 barren 1 ['bærən] adj.贫瘠的；不生育的；无益的；沉闷无趣的；空洞的 n.荒地 n.(Barren)人名；(西、英)巴伦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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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 be 1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58 beef 1 [bi:f] n.牛肉；肌肉；食用牛；牢骚 vi.抱怨，告发；发牢骚 vt.养；加强
59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60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61 behind 2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62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63 believes 1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64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65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66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67 bills 2 [bɪls] n. 账单；纸钞；汇票；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.
68 bio 3 ['baiəu] n.个人简历，小传 n.(Bio)人名；(法、意、葡、土、刚(金)、塞拉)比奥
69 bird 2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70 birds 2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71 biscuits 2 ['bɪskɪts] n. 饼干；小甜面包 名词biscuit的复数形式.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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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73

brea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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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75 br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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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Bucks 1 [bʌks] n.雄鹿队（篮球队名）；巴克斯（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郡名）
77 budget 1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78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79 burned 1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80 burning 4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81 businessman 2 ['biznismæn] n.商人
82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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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bu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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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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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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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can 4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74

的）食品罐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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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pit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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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 carb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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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 carbonized 1 ['kɑːbənaɪzd] adj. 碳化的 v. 碳化
91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2 case 2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93 chain 3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94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95 changer 1 ['tʃeindʒə] n.转换开关装置；改变者（change的名词形式）
96 cheapest 1 [tʃiːpɪst] adj. 最便宜 形容词cheap的最高级形式.
97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98 children 3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99 chili 1 ['tʃili] n.红辣椒，辣椒
100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101 Christine 1 ['kristi:n] n.克莉丝汀（女子名）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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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 cleaner 1 ['kli:nə] n.[化工]清洁剂；清洁工；干洗店；干洗商；洗洁器
104 cleanest 1 [kliːn] adj. 干净的；纯洁的；完全的；空白的；正当的；精准的 adv. 完全地 n. 清洁 v. 打扫；清扫；擦，刷
105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88
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1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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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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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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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lose

cnn 8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09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108
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coal 1 [kəul] vi.上煤；加煤 vt.给…加煤；把…烧成炭 n.煤；煤块；木炭
111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112 coconut 1 ['kəukənʌt] n.椰子；椰子肉
113 coffee 1 ['kɔfi] n.咖啡；咖啡豆；咖啡色 n.(Coffee)人名；(英)科菲
114 colder 1 英 [kəʊdə] 美 [koʊdə] adj. 更冷的 形容词cold的比较级形式.
115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116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117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118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119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120 confident 1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121 congressional 1 [kən'greʃənəl] adj.国会的；会议的；议会的
122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123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124 consumers 1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125 containing 1 [kən'teɪnɪŋ] n. 包含；包括 v. 容纳；包含；抑制；克制（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）
126 converting 1 [kən'vɜːtɪŋ] n. 转换；转炉炼钢 adj. 转换的 动词convert的现在分词.
127 converts 1 英 [kən'vɜːt] 美 [kən'vɜːrt] v. (使)转变；使…改变信仰；转化；兑换；换算 n. 皈依者；改变信仰的人
128 conveyed 1 [kən'veɪ] vt. 表达；传达；运输；转移
129 cook 1 [kuk] vt.烹调，煮 vi.烹调，做菜 n.厨师，厨子 n.(Cook)人名；(英、印)库克
130 cooled 1 [kuːl] adj. 凉爽的；凉的；冷静的；冷漠的 vt. (使)变凉；(使)冷却；(使)冷静 vi. 变凉；冷静下来 n. 凉爽；冷静；凉快
110

adv. 冷静地
131

copy

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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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

corny

1 ['kɔ:ni] adj.谷类的；粗野的；陈腐的；乡下味的 n.(Corny)人名；(法)科尔尼；(英)科尼(男子教名Connor、Cornelius的昵

称)

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134 correspondent 2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35 cost 2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136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137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38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39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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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3

乐的

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4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142 creating 1 [kri'ː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143 crop 3 [krɔp] n.产量；农作物；庄稼；平头 vt.种植；收割；修剪；剪短 vi.收获
144 crops 4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145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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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148 defeat 1 vt.击败，战胜；挫败；使…失败 n.失败的事实；击败的行为
149 defeated 1 [dɪ'fiːt] n. 挫败；败北 vt. 战胜；击败；使...不能实现
150 Delhi 4 ['deli] n.德里（印度城市名）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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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 democrat 2 ['deməkræt] n.民主党人；民主主义者；民主政体论者
153 dense 2 [dens] adj.稠密的；浓厚的；愚钝的
154 density 2 ['densəti] n.密度
155 developed 2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156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157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158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159 dinner 1 ['dinə] n.晚餐，晚宴；宴会；正餐 n.(Dinner)人名；(法)迪内
160 dioxide 1 [dai'ɔksaid] n.二氧化物
161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162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163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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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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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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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6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167 dose 2 [dəus] n.剂量；一剂，一服 vi.服药 vt.给药；给…服药 n.(Dose)人名；(德)多泽；(意、西、葡、塞)多塞；(英)多斯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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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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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70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171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172 dust 1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173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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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 economists 2 [ɪ'kɒnəmɪsts] 经济理论界
1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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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ffecting 1 [ɪ'fekt] n. 效应；结果；影响；印象；效果；要旨 v. 使产生；引起
177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178 effects 3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179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180 elections 3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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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183 emissions 1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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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energy 2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186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187 enjoyed 2 [ɪn'dʒɔɪd] v. 享受，喜欢（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88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189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190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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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 everyone 2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93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194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95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196 expensive 2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197 explored 1 [ɪks'plɔːd] adj. 探究的；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98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199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176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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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202 farmer 1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203 Farmers 4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204 farmlands 1 ['fɑːmlændz] 农业用地
205 fashion 1 ['fæʃən] n.时尚；时装；样式；时髦人物 vt.使用；改变；做成…的形状
206 favorites 1 ['feɪvərɪts] n. 特别喜爱的人或物；收藏夹 名词favorite的复数形式.
207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208 fertilizer 1 ['fə:tilaizə] n.[肥料]肥料；受精媒介物；促进发展者
209 fertilizers 1 ['fɜːtəlaɪzəz] 肥料
210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211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212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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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215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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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217 flavorful 1 ['fleivəful] adj.可口的（等于flavourful）；充满…味道的；有香味的
218 flexible 1 ['fleksibl] adj.灵活的；柔韧的；易弯曲的
219 flouring 1 [f'laʊərɪŋ] 粉末化
220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221 for 1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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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res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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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3 for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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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22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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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 forwar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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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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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 four 3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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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230 fuels 1 [fjʊəlz] n.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.
231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224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233 gallon 1 ['gælən] n.加仑（容量单位） n.(Gallon)人名；(法、意、瑞典)加隆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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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gas 2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236 gases 1 ['ɡæsɪz] n. 气体
237 gather 2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238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39 gets 2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240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41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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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given 4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243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244 Glenn 1 [glen] n.格伦（男子名）
245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246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247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48 governor 2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249 grandmother 1 ['grænd,mʌðə] n.祖母；女祖先 vt.当…的祖母 vi.当祖母
250 gravity 1 ['græviti] n.重力，地心引力；严重性；庄严
251 grocers 1 n.食品杂货商( grocer的名词复数 )
252 grocery 3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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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4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255 gubernatorial 1 [,gju:bənə'tɔ:riəl] adj.州长的；统治者的；地方长官的；总督的
256 guest 1 [gest] n.客人，宾客；顾客 vt.款待，招待 vi.作客，寄宿 adj.客人的；特邀的，客座的 n.(Guest)人名；(英)格斯特
257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58 harvesting 1 ['hɑ:vistiŋ] v.[农学]收割；收获（harvest的ing形式） n.[农学]收割；收获 adj.收获的；收割的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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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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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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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 haves 1 n. 富人；富国
263 haze 1 [heiz] n.阴霾；薄雾；疑惑 vt.使变朦胧；使变糊涂 vi.变朦胧；变糊涂 n.(Haze)人名；(法)阿泽
264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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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 headlines 1 ['hedlaɪn] n. 大字标题；新闻提要；头条新闻 v. 加标题于；宣扬；作主角
266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26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2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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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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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70 heritage 1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271 hesitant 1 ['hezitənt] adj.迟疑的；踌躇的；犹豫不定的
272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273 hig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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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275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276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77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278 h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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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9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280 holiday 3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281 holidays 1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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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3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284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285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86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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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4

名；(英)豪斯

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88 hurting 1 adj.受伤害的；受损的 v.伤害；伤心；弄痛（hurt的ing形式）
289 husks 1 [hʌsks] 茧衣,苎麻壳
290 ideas 1 观念
291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92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293 in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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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7
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inaudible 5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95 inaugural 1 [i'nɔ:gjurəl] adj.开始的；开幕的；就任的，就职的 n.就职演讲；开幕辞
296 incumbent 1 [in'kʌmbənt] adj.现任的；依靠的；负有职责的 n.在职者；现任者；领圣俸者
297 India 1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298 Indian 3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299 indicators 1 ['ɪndɪkeɪtəz] 指示器
300 inflation 2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30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302 ingredients 1 [ɪŋ'riːdiənts] n. 配料；作料；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.
303 innovation 1 [,inəu'veiʃən] n.创新，革新；新方法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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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5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306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307 Israel 1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308 ISS 1 n. 工业标准规格
309 i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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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4
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
informationtechnology

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311 jack 1 [dʒæk] n.千斤顶；[电]插座；男人 vt.增加；提醒；抬起；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.雄的
3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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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313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314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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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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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alif 1 ['kælɪf] n. 哈里发(伊斯兰教执掌政教大权的领袖的称号)；某些穆斯林国家对官员等的尊称
316 kids 3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317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318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315

拉博

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320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319

克；(匈)洛克

lands 1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322 largest 2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323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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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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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sted 1 ['lɑːstɪd] adj.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25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326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327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328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329 leftover 1 ['left,əuvə] n.残留物；吃剩的饭菜；剩余物 adj.残余的；吃剩的
330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331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332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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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3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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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5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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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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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338 loo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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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37

(英)卢克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340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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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42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339
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machine 4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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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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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3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346

2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

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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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9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50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351 marketable 1 ['mɑ:kitəbl] adj.市场的；可销售的；有销路的
352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353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3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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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55 mcauliffe 1 n.(McAuliffe)人名；(英)麦考利夫
356 meal 1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357 means 3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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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54

(Mess)人名；(德、罗)梅斯

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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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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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2 mini 1 ['mini] n.迷你型；微型汽车；超短裙 adj.微型的；袖珍的 abbr.微型汽车（minicar）；微型计算机（minicomputer） n.(Mini)
359

人名；(意、土、法)米尼

missions 1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364 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365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66 moisture 1 ['mɔistʃə] n.水分；湿度；潮湿；降雨量
367 molan 1 莫兰
368 molecules 1 ['mɒlɪkjuːlz] n. [化]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.
369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370 monsoon 1 [mɔn'su:n] n.季风；（印度等地的）雨季；季候风
37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372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373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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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63

以)莫雷
374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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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376 murphy 1 ['mə:fi] n.马铃薯，土豆 n.(Murphy)人名；(英、葡、瑞典)墨菲
377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375
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national 3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379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380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81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382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383 Nevada 3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38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85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8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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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8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389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90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91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392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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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4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395 of 4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96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97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3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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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99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400 O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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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8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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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403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404 opt 1 [ɔpt] vi.选择
405 option 1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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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7 orbiting 1 ['ɔː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408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09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10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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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1

灭；驱逐

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412 outshot 1 ['aut-ʃɔt] n.废品；（英）一面坡屋（等于outshut） v.突出（out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413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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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11

西、土)奥韦尔

overall 2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415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416 packaged 1 ['pækidʒd] adj.包装过的 v.包装；把…装袋（pack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17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418 panel 1 ['pænl] n.仪表板；嵌板；座谈小组，全体陪审员 vt.嵌镶板 n.(Panel)人名；(英、法)帕内尔
419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420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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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2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23 peppers 3 英 ['pepə(r)] 美 ['pepər] n. 胡椒粉；辣椒 vt. 加胡椒粉于；不断打击
424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425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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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6 pfizer 2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427 pH 3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428 phil 1 [fil] abbr.哲学（philosophy）
429 pie 1 [pai] n.馅饼；饼图；爱说话的人 vt.使杂乱
430 pilot 1 ['pailət] n.飞行员；领航员 adj.试点的 v.驾驶；领航；试用 n.(Pilot)人名；(意、印)皮洛特；(法)皮洛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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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4

莱斯

pl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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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3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434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435 plumes 1 [pluːm] n. 羽毛；羽饰；羽状物 v. 整理羽毛；用羽毛装饰；骚首弄姿；自夸
436 polluted 1 [pə'lju:tid] adj.受污染的；被玷污的 v.污染（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37 pollution 2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438 population 3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439 portable 1 ['pɔ:təbl, 'pəu-] adj.手提的，便携式的；轻便的 n.手提式打字机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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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1 potato 1 [pə'teitəu] n.[作物]土豆，[作物]马铃薯
442 potatoes 1 [pə'teɪtəʊz] n. 马铃薯；土豆；甘薯 名词potato的复数形式.
4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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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tential 2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444 pound 2 [paund] n.英镑；重击，重击声；兽栏；拘留所 vt.捣烂；敲打；监禁，拘留 vi.连续重击，猛击 n.(Pound)人名；(英)庞德
44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46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447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448 prevents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449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450 prices 4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451 prince 1 [prins] n.王子，国君；亲王；贵族 n.(Prince)人名；(英、葡)普林斯；(法)普兰斯；
452 prize 1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453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454 process 3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443

的

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456 products 2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457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455

程式

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459 promotes 1 英 [prə'məʊt] 美 [prə'moʊt] vt. 促进；提升；升迁；发起；促销，推销
460 pronounced 1 [prəu'naunst] adj.显著的；断然的；讲出来的 v.发音；宣告；断言（pronounce的过去分词）
461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462 puns 2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463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464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458

克
465

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rains 1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467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468 razor 1 ['reizə] vt.剃，用剃刀刮 n.剃刀
469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70 reasons 1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471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472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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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6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cords 1 [rɪ'kɔː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475 reduce 2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476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477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478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479 removing 1 [riː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80 republican 3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481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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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483 residue 1 ['rezidju:,-du:] n.残渣；剩余；滤渣
484 residues 2 ['rezɪdjʊ] n. 残留物
485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486 revenue 1 n.税收收入；财政收入；收益
4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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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ce 3 [rais] n.稻；米饭 vt.把…捣成米糊状 n.(Rice)人名；(瑞典)里瑟；(塞)里采；(英)赖斯
488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489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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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87

人名；(英)赖特
491

2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rising

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493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494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495 roasting 1 ['rəustiŋ] adj.烤肉用的；灼热的 n.烧烤 adv.炙热地 v.烤，烘；煅烧（roast的ing形式）；使变暖
496 Romans 1 ['rəumənz] n.《罗马书》（《圣经·新约》中的一卷）
497 run 3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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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2

名；(英)拉什

safe 2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500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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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9

拉伯)赛义德
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502

same

503

say

2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ing 3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505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506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504
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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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9 seasonal 1 ['si:zənəl] adj.季节的；周期性的；依照季节的
510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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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07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512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513 seen 3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514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15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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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1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hells 1 ['ʃelz] n. 贝壳 名词shell的复数形式.
518 shop 1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519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520 shortages 1 ['ʃɔːtɪdʒɪz] 缺陷
521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22 shots 1 英 [ʃɒt] 美 [ʃɑːt] n. 注射；投篮；发射；拍摄；开枪；子弹 adj. (织物)闪色的；精疲力尽的；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
517

过去分词.

should 3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524 show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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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23

肖

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526 si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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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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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528 signature 1 ['signətʃə] n.署名；签名；信号
529 significance 1 [sig'nifikəns] n.意义；重要性；意思
530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531 Singapore 2 [,siŋgə'pɔ:] n.新加坡
532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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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27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maller 1 [s'mɔːlər] adj. 较小的
535 smell 1 [smel] vi.嗅，闻；有…气味 vt.嗅，闻；察觉到；发出…的气味 n.气味，嗅觉；臭味
536 smog 1 [smɔg, smɔ:g] n.烟雾
537 smoke 2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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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9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540 solutions 1 [sə'luːʃnz] n. 解答
541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542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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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4

>稍微

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544 space 5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545 spewing 1 [sp'juːɪŋ] 压出,榨出,吐花,吐毛
546 sprawling 1 ['sprɔ:liŋ] adj.蔓生的，不规则地伸展的 v.（手脚）不自然地伸开；笨拙地爬（sprawl的现在分词）
547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48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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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0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551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552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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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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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ores 1 [s'tɔː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554 straws 2 [st'rɔːz] 吸管
555 stubble 3 ['stʌbl] n.残株；发茬，须茬
556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557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558 sud 5 abbr.突然意外死亡（suddenunexpected） n.(Sud)人名；(泰)戍
559 supply 2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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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1 surging 1 ['sɜːdʒɪŋ] adj. 浪涌的；冲击的 动词sur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562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563 sustainable 2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564 swept 1 [swept] v.扫除（sw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扫频的
565 table 1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566 taco 3 ['tɑ:kəu] n.墨西哥煎玉米卷；墨西哥人 n.(Taco)人名；(葡)塔科
567 tacos 1 n.炸玉米饼（taco的复数）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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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3

的）售得金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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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0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571 tangled 1 ['tæŋgld] adj.紊乱的；纠缠的；缠结的；复杂的
5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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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ste 1 [teist] n.味道；品味；审美 vt.尝；体验 vi.尝起来；有…的味道 n.(Taste)人名；(法)塔斯特
573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574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575 term 3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5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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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77 terry 1 ['teri] n.厚绒布；毛毛圈 adj.起毛毛圈的 n.(Terry)人名；(英、西、葡、法、塞)特里
578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579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580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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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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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582 thanksgiving 3 n.感恩
583 tha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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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4 the 7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85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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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6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87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88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589 thermal 1 adj.热的；热量的；保热的 n.上升的热气流
590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91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92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581
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59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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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thin

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95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96 thirty 1 ['θə:ti] n.三十年代 num.三十 adj.三十个的
597 this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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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8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99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600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601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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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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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4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imely 1 ['taimli] adj.及时的；适时的 adv.及时地；早
604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605 to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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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3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60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608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609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610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611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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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6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orrefaction 2 [tɑːɪ'fækʃən] n. 干燥
614 tough 1 [tʌf] adj.艰苦的，困难的；坚强的，不屈不挠的；坚韧的，牢固的；强壮的，结实的 n.恶棍 vt.坚持；忍受，忍耐 adv.
613
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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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xic 2 ['tɔksik] adj.有毒的；中毒的
6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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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18 translated 2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619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62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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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2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623 turkey 2 ['tə:ki] n.火鸡；笨蛋；失败之作
624 turkeys 1 英 ['tɜːki] 美 ['tɜːrki] n. 火鸡；笨蛋；失败之作 n. [T-]土耳其
625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626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627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628 undergoes 1 英 [ˌʌndə'ɡəʊ] 美 [ˌʌndər'ɡoʊ] vt. 经历；经受；遭受
629 unhealthy 1 [,ʌn'helθi] adj.不健康的；危险的；有害身心健康的
630 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631 uninvited 1 [ˌʌnɪn'vaɪtɪd] adj. 未被邀请的；未经请求的
632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633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634 up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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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5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36 urban 1 ['ə:bən] adj.城市的；住在都市的 n.(Urban)人名；(西)乌尔万；(斯洛伐)乌尔班；(德、俄、罗、匈、塞、波、捷、瑞典、
615

意)乌尔班；(英)厄本；(法)于尔邦

us 3 pron.我们
638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6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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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0 usual 2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641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642 vaccine 7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643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644 various 1 ['vεəriəs] adj.各种各样的；多方面的
645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646 vegetables 2 ['vedʒɪtəblz] 蔬菜,vegetable的复数形式
647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648 viability 1 [,vaiə'biliti] n.生存能力，发育能力；可行性
649 viable 1 ['vaiəbl] adj.可行的；能养活的；能生育的
6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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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1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652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653 voted 1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654 votes 1 [vəuts] v.投票；提倡（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选票；选举；得票数（vote的复数形式）
655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656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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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7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65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659 wast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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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7

的；荒芜的
660

watching

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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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 10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662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661
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64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6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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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6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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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3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ch 6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68 whi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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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670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71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672 wil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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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3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674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667
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676 wi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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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75

温特

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678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679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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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0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681 Woods 1 [wudz] n.[林]树林；森林；木头（wood的复数） v.供以木材；用森林覆盖（woo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Woods)人名；
677

(英、葡)伍兹

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83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682
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85 year 1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86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87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688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689 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90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684

(英、葡)扬

younger 2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692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93 zero 2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6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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