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11-05 词汇表
1

4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out

accused 2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3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4 Addis 1 ['ædis] n.艾缔思（姓氏）
5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6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7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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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Ahmed 4 n.艾哈迈德（男子名）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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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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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alarmist 1 [ə'lɑ:mist] n.杞人忧天者；大惊小怪者 adj.危言耸听的；忧虑的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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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allegations 1 [ælɪ'ɡeɪʃnz] 指称
16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17 ally 1 [英 [ˈælaɪ] 美 [ˈælaɪ]] n.同盟国；伙伴；同盟者；助手 vt.使联盟；使联合 vi.联合；结盟 n.(Ally)人名；(巴基)阿利；(法)阿
2

利；(英)艾丽(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)；(尼日利)阿利

almond 1 ['ɑ:mənd] n.扁桃仁；扁桃树 n.(Almond)人名；(英)阿尔蒙德；(法)阿尔蒙
19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0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1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22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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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5 analysts 2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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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and 4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8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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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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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appointed 1 [ə'pɔintid] adj.约定的，指定的 v.任命；指定；约定时间，地点（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31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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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33 armed 1 [ɑ:md] adj.武装的；有扶手的；有防卫器官的（指动物） n.(Armed)人名；(科摩)阿米德
34 arms 1 [a:mz] n.臂（arm的复数）；[军]武器；纹章 v.武装；配备（arm的三单形式） n.(Arms)人名；(英)阿姆斯
35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36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7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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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39 association 2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40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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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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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rocities 4 英 [ə'trɒsəti] 美 [ə'trɑːsəti] n. 暴行；残暴
42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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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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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awful 1 adj.可怕的；极坏的；使人敬畏的
46 awhile 1 [ə'hwail] adv.一会儿；片刻
47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43
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bachelet 1 n. 巴奇莱特
49 back 3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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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52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53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54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5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56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57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50
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59 beyo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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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61 bloody 1 ['blʌdi] adj.血腥的；非常的；嗜杀的，残忍的；血色的 vt.使流血 adv.很
62 bowl 3 [bəul] n.碗；木球；大酒杯 vi.玩保龄球；滑动；平稳快速移动 vt.投球；旋转；平稳快速移动
63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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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破晓；
58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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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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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 Brookland 1 n. 布鲁克兰(在美国；西经 77º47' 北纬 41º51')
67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68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69 business 3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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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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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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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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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75 calm 1 [kɑ:m, kɑ:lm] adj.静的，平静的；沉着的 vt.使平静；使镇定 vi.平静下来；镇定下来 n.风平浪静 n.(Calm)人名；(法、德)卡尔
65

姆

calmly 1 ['kɑ:mli] adv.冷静地；平静地；安静地
77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78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79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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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

的）食品罐头
80

3 ['kændi] vt.用糖煮；使结晶为砂糖；美化 vi.糖煮；成为结晶 n.糖果（等于sweets）；冰糖（等于
sugarcandy，rockcandy）；毒品 adj.新潮的（服饰）；甜言蜜语的

cand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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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careers 2 英 [kə'rɪə(r)] 美 [kə'rɪr] n. 生涯；职业；事业 vi. 猛冲；飞跑
83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4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85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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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asefire 1 英 ['si:sfaiə(r)] 美 ['si:sfaiər] n. 停火；停战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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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86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89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90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91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92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88

钱斯

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94 Chester 2 ['tʃestə] n.切斯特（美国港口城市）；切斯特（英国一城市）
95 chris 2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96 Christian 1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97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98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99 civil 4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100 civilians 2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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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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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103 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04 coffee 1 ['kɔfi] n.咖啡；咖啡豆；咖啡色 n.(Coffee)人名；(英)科菲
105 collapse 1 vi.倒塌；瓦解；暴跌 vt.使倒塌，使崩溃；使萎陷；折叠 n.倒塌；失败；衰竭
106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107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108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109 commissioner 1 [kə'miʃənə] n.理事；委员；行政长官；总裁
110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111 committing 1 [kə'mɪtɪŋ] n. 委托；犯错误 动词comm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112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113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114 concerned 2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115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116 conflict 8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117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118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119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120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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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

称)

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23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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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4 cotton 1 ['kɔtən] n.棉花；棉布；棉线 vi.一致；理解；和谐；亲近 adj.棉的；棉制的 n.(Cotton)人名；(英、西、葡)科顿；(法)戈
122

登

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26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27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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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5

乐的

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129 creator 3 [kri'eitə] n.创造者；创建者
128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crimes 3 [k'raɪmz] 犯罪
131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132 daddle 1 ['dædl] v. 浪费时间；鬼混
133 Dakota 1 [də'kəutə] n.达科他（美国过去一地区名，现分为南、北达科他州） adj.达科他人的
134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135 defend 1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136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137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138 Deloit 1 [地名] [美国] 德洛伊特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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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 deny 1 [di'nai] vt.否定，否认；拒绝给予；拒绝…的要求 vi.否认；拒绝
141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142 desperate 1 ['despərət] adj.不顾一切的；令人绝望的；极度渴望的
143 dessie 1 德西埃
144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145 devised 1 [dɪ'vaɪz] vt. 设计；发明；遗赠
146 Devol 1 n. 迪沃尔
147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148 diplomat 1 ['dipləmæt] n.外交家，外交官；有外交手腕的人；处事圆滑机敏的人
149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150 disappointed 1 [,dispɔintid] adj.失望的，沮丧的；受挫折的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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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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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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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4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155 doubt 1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156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157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158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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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0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161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162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163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164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165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166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167 elections 1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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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 embarrassed 1 [im'bærəst] adj.尴尬的；窘迫的 v.使...困窘；使...局促不安（embarrass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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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empowerment 1 [im'pauəmənt] n.许可，授权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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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enable 1 [i'neibl] vt.使能够，使成为可能；授予权利或方法
174 encouraging 1 [in'kʌridʒiŋ] adj.令人鼓舞的；鼓励的，奖励的 v.鼓励，支持（encourage的ing形式）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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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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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gage 1 vt.吸引，占用；使参加；雇佣；使订婚；预定 vi.从事；参与；答应，保证；交战；啮合
177 engineers 1 英 [ˌendʒɪ'nɪə(r)] 美 [ˌendʒɪ'nɪr] n. 工程师；机(械)师 vt. 设计；建造；策划
178 Eritrea 2 [,eri'triə] n.厄立特里亚国（东非国家）；厄立特里亚省（埃塞俄比亚北部省份）
179 escalating 1 ['eskəleɪt] vt. 升级 vi. 升高；逐步升级
180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81 Ethiopia 12 [,i:θi'əupiə] n.埃塞俄比亚
182 Ethiopian 3 [,i:θi'əupiən] adj.埃塞俄比亚的；黑人的 n.埃塞俄比亚人；黑人
183 Ethiopians 3 n.埃塞俄比亚人，黑人( Ethiopian的名词复数 )
184 ethnic 3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185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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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6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187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88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89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190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191 executives 1 英 [ɪɡ'zɛkjʊtɪv] 美 [ɪg'zɛkjətɪv] adj. 行政的；决策的；经营的；[计算机]执行指令 n. 行政主管；行政部门；决策者
192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193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194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195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196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197 expose 1 [ik'spəuz] vt.揭露，揭发；使曝光；显示
198 extraordinary 1 adj.非凡的；特别的；离奇的；特派的
199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200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201 factories 1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202 factory 2 ['fæktəri] n.工厂；制造厂；代理店
203 famine 2 ['fæmin] n.饥荒；饥饿，奇缺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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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186
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207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206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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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 fighting 2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211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212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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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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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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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lannel 1 ['flænl] n.法兰绒；法兰绒衣服；法兰绒巾 vt.给…穿上法兰绒衣服；用法兰绒包 adj.法兰绒的
218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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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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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222 forced 2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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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21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th 1 [fɔ:θ] adv.向前，向外；自…以后 n.(Forth)人名；(德)福特；(英)福思
225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226 fragile 1 ['frædʒail] adj.脆的；易碎的
227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228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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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0 future 3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231 gap 2 n.间隙；缺口；差距；分歧 vi.裂开 vt.使形成缺口
232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33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234 George 2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23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36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37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238 gives 2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239 going 3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224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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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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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43 grader 1 ['greidə] n.分级机；分类机；（美）（中小学的）…年级学生 n.(Grader)人名；(英)格雷德尔
244 gravely 1 ['greivli] adv.严重地；严肃地；严峻地；沉重地 n.(Gravely)人名；(英)格雷夫利
245 grounds 1 [ɡ'raʊndz] n.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.
246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247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248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249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250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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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51 Halloween 1 [,hæləu'i:n] n.万圣节前夕（指十月三十一日夜晚）
252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253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254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ːr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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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 have 11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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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8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240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259

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help

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261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62 hi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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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lighted 1 ['haɪlaɪtɪd] adj. 突出的 动词highligh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64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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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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

home

266

homes

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horn 1 [hɔ:n] n.喇叭，号角；角 vt.装角于 n.(Horn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捷、罗、波、芬、希、瑞典)霍恩；(法)奥尔恩；(柬)洪
268 human 3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269 humanitarian 1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270 humanity 1 [hju:'mænəti] n.人类；人道；仁慈；人文学科
271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272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273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274 in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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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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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76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27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278 indiscriminate 1 [,indis'kriminət] adj.任意的；无差别的；不分皂白的
279 industrial 1 [in'dʌstriəl] adj.工业的，产业的；从事工业的；供工业用的；来自勤劳的 n.工业股票；工业工人
280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28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282 insider 1 [,in'saidə] n.内部的人，会员；熟悉内情者
283 instability 1 [,instə'biləti] n.不稳定（性）；基础薄弱；不安定
284 institute 2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285 integrity 1 [in'tegrəti] n.完整；正直；诚实；廉正
286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275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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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8 invention 1 [in'venʃən] n.发明；发明物；虚构；发明才能
289 inventor 1 [in'ventə] n.发明家；[专利]发明人；创造者
290 investigate 1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291 invol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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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92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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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4 it 15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28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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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6 Jain 1 [dʒain] adj.耆那教徒的；耆那教的 n.耆那教徒（等于Jaina）
297 jay 1 [dʒei] n.鸟；松鸡；喋喋不休的人 n.(Jay)人名；(英)杰伊；(法)热
298 job 2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295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bs 5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300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301 jolly 1 ['dʒɔli] adj.愉快的；欢乐的；宜人的 adv.很；非常 vt.（口）用好话劝某人做…；（口）用好话使高兴 vi.（口）开玩笑 n.
299

(Jolly)人名；(法)若利；(英、印)乔利；(德)约利

joy 1 [dʒɔi] n.欢乐，快乐；乐趣；高兴 vi.欣喜，欢喜 vt.高兴，使快乐
303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3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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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304

key

305

kids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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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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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illings 2 n.谋杀( killing的名词复数 ); 突然发大财，暴发
307 kindness 1 ['kaindnis] n.仁慈；好意；友好的行为 n.(Kindness)人名；(英)坎德尼斯
308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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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06

拉博

lakeview 1 n. 莱克维尤(在美国；西经 96º58' 北纬 32º43')
311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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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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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314 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315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313

(英、缅、柬)劳
316

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lead

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318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319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32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321 left 2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322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317

名；(法)勒韦尔

liberation 2 [,libə'reiʃən] n.释放，解放
324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325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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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6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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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23

(俄)利涅

linked 2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329 links 1 ['liŋks] n.[计]链接（link的复数）；沙地；沙丘
330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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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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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332 lowman 3 n. 洛曼
333 loyalties 1 ['lɔɪəlti] n. 忠诚；忠心；忠贞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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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1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33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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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e

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337 male 5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338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336
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agers 1 ['mænɪdʒəz] 经理
340 manner 1 ['mænə] n.方式；习惯；种类；规矩；风俗 n.(Manner)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曼纳
341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342 manufacturing 9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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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43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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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5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46 me 3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3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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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348 Michelle 1 [mi:'ʃel] n. 米歇尔(女子名)
349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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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0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351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352 militias 1 n.民兵组织，民兵( militia的名词复数 )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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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4 minister 4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355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356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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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47

以)莫雷

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358 Mounds 1 土丘 [建]土堆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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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0 mr 1 ['mistə(r)] abbr.先生（Mister）
361 multiple 1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362 musketeer 1 [,mʌski'tiə] n.步兵；火枪手；持步枪的士兵
363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364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365 narrative 1 ['nærətiv] n.叙述；故事；讲述 adj.叙事的，叙述的；叙事体的
366 nation 5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367 national 3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368 nations 3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369 nationwide 2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370 ned 1 [ned] n.内德（男子名，等于Edward）
371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72 neighbor 1 ['neibə] n.邻居 adj.邻近的 vi.友好；毗邻而居 vt.邻接 n.(Neighbor)人名；(英)内伯
373 nerds 1 [nɜ:dz] n. 书呆子，笨蛋，电脑高手（名词nerd的复数形式）
37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75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7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377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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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8 Nobel 2 [nəu'bel] n.诺贝尔（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，发明炸药，创设诺贝奖）；诺贝尔（姓氏）
379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380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381 northern 2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382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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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4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385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86 numerous 1 ['nju:mərəs] adj.许多的，很多的
387 nurse 1 [nə:s] vt.看护，护理；照顾；培养；给…喂奶 vi.照料，护理；喂奶；当保姆 n.护士；奶妈，保姆 n.(Nurse)人名；(英)纳
357

斯

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89 of 3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90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91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392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3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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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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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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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6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397 openings 1 ['əʊpənɪŋz] n. 开口；开始；职位空缺；机遇 名词opening的复数形式.
398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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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9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400 Oromo 1 [əu'rəuməu] n.奥罗莫人（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南部及附近地区）；奥罗莫语
401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02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03 out 5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395

灭；驱逐
404

over 2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overseas 1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406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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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7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408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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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5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es 1 英 ['pɑːti] 美 ['pɑːr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410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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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2 peace 2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413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14 peoples 1 ['piːplz] n. 民族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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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6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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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9

莱斯

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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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0 political 4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421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422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423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424 power 2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418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ractitioners 1 从业人员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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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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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8 prime 4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425
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prize 2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430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431 profession 1 [prəu'feʃən] n.职业，专业；声明，宣布，表白
432 professions 1 [prə'feʃnz] 职业
433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434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435 programmable 1 [,prəu'græməbl, 'prəugræ, -grə-] adj.[计]可编程的；可设计的
4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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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437 promised 2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438 promising 1 ['prɔmisiŋ] adj.有希望的，有前途的 v.许诺，答应（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439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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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36

(泰、缅)布

ranchers 1 n.大农场主( rancher的名词复数 )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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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3 reasonable 1 ['ri:zənəbl] adj.合理的，公道的；通情达理的
444 rebels 2 ['rebəls] n. 叛民 名词rebel的复数形式.
44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446 reforms 1 英 [rɪ'fɔːm] 美 [rɪ'fɔːrm] n. 改革；改良 v. 改革；革新；改造
447 region 3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448 regions 2 ['ri:dʒənz] n. 区域，地区，地带（名词region的复数形式）
449 relative 1 ['relətiv] adj.相对的；有关系的；成比例的 n.亲戚；相关物；[语]关系词；亲缘植物
450 reluctant 1 [ri'lʌktənt] adj.不情愿的；勉强的；顽抗的
451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452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453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tɪŋ] 美 [rɪ'pɔː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454 resign 1 [ri'zain] vt.辞职；放弃；委托；使听从 vi.辞职 n.辞去职务
455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441
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457 retaliation 1 [ri,tæli'eiʃən] n.报复；反击；回敬
458 rhode 1 [rəud] n.罗德岛
459 Richburg 1 n. 里奇伯格
460 rights 4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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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2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463 robot 2 ['rəubɔt, -bət, 'rɔbət] n.机器人；遥控设备，自动机械；机械般工作的人
464 robots 2 ['rəʊbɒts] 机器人
465 rude 2 [ru:d] adj.粗鲁的；无礼的；狂暴的；未开化的 n.(Rude)人名；(英、西、瑞典)鲁德；(法)吕德
466 ruled 1 [ruːl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467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456

人名；(英)朗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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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

rush

469

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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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njay 1 桑贾伊
471 savers 1 n.拯救者( saver的名词复数 ); 储蓄者; 救星; 救球的运动员
472 s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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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70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74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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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73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477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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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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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英)西尼尔

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480 s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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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9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hipped 1 [ʃɪpt] adj.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82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483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484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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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81

肖

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486 sides 2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487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488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489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490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491 skilled 2 [skild] adj.熟练的；有技能的；需要技能的
492 skills 3 技能
493 skittle 1 ['skitl] n.撞柱游戏的木柱；九柱游戏用的小柱
494 snicker 1 ['snikə] vi.偷笑，窃笑 vt.窃笑着说 n.窃笑 n.(Snicker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斯尼克
495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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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6 soldiers 1 ['səuldʒə] n.[军]士兵；战士数量（soldier的复数）
497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498 some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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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5

>稍微

something 3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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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1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502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499
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squeezed 1 [skwiːz] v. 挤压；塞进；压榨；设法腾出 n. 挤压；少量；拥挤；严控；财政困难
504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505 stability 1 [stə'biliti] n.稳定性；坚定，恒心
506 stable 1 ['steibl] n.马厩；牛棚 adj.稳定的；牢固的；坚定的 vi.被关在马厩 vt.赶入马房 n.(Stable)人名；(英)斯特布尔
507 starburst 1 英 ['stɑːbɜːst] 美 ['stɑːrbɜːrst] n. 强烈的光束；星暴; 产生星暴的爆炸
508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09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10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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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1 stops 1 英 [stɒp] 美 [stɑːp] v. 停止；阻止；停留 n. 停止；逗留；车站
512 stranger 1 ['streidʒə] n.陌生人；外地人；局外人 n.(Stranger)人名；(瑞典)斯特朗格；(英)斯特兰杰
513 strife 1 [straif] n.冲突；争吵；不和
514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503
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516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517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518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519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520 succeed 1 [sək'si:d] vi.成功；继承；继任；兴旺 vt.继承；接替；继…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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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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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weet 2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523 swift 1 n.褐雨燕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；敏捷的；立刻的 adv.迅速地 n.(Swift)人名；(英)斯威夫特 n.苹果公司开创的新款编程语言，
522

应用于iOS8及以上的应用程序

systematic 1 adj.系统的；体系的；有系统的；[图情]分类的；一贯的，惯常的
525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524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527 tak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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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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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29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530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531 tensions 2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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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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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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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4 the 7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35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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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6 theirs 1 [ðεəz] pron.他们的；她们的；它们的
537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38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539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40 they 1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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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2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543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544 this 10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545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46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47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48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549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550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551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552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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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4 throughout 2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555 tigrai 8 蒂格赖人
556 timmons 2 n. 蒂蒙斯
557 titanic 1 [tai'tænik, ti-] adj.巨大的；四价钛的 n.泰坦尼克号
558 to 4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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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60 torn 1 [tɔ:n] v.扯裂，撕开（tear的过去分词） n.(Torn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托恩
561 tour 3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559
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562

toward

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ˈ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
(英)特沃德

tplf 3 Tigré People's Liberation Front 猛虎人民解放战线
564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565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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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eated 1 [triː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567 treater 1 [triːtə] n. 处理器；精制器；谈判者
568 trick 2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566
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trillion 1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57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71 trollies 1 英 ['trɒli] 美 ['trɑːli] n. 手推车；<美>电车
572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57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74 typewriter 1 ['taip,raitə] n.打字机
575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576 underway 1 ['ʌndə'wei] adj.进行中的；起步的；航行中的 n.[公路]水底通道
577 unfilled 1 [ʌn'fɪld] adj. 空的；未填充的
578 unidentified 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79 unimate 1 n. 通用机械手
580 unite 1 [ju:'nait] vt.使…混合；使…联合；使…团结 vi.团结；联合；混合
581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82 unity 1 ['ju:niti] n.团结；一致；联合；个体 n.(Unity)人名；(英)尤妮蒂
583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584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585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86 untranslated 2 [ʌntræns'leɪtɪd] n. 非翻译
5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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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8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89 uprising 1 ['ʌp,raiziŋ] n.起义；升起 adj.升起的 v.起义（uprise的ing形式）；升起
590 us 2 pron.我们
591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59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593 various 1 ['vεəriəs] adj.各种各样的；多方面的
594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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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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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7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598 violations 1 [vaɪə'leɪʃnz] n. 侵害，违反（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）
599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600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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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2 want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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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3 war 5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604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605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606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07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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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8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609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610 Wells 1 [welz] n.威尔斯（姓氏）
611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612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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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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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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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3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616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1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618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619 whopper 1 ['hwɔpə] n.弥天大谎；特大之物
620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21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622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623 withholding 1 英 [wɪð'həʊldɪŋ] 美 [wɪð'hoʊldɪŋ] n. 扣缴税款
624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6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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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6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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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5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629 workforce 3 ['wə:kfɔ:s] n.劳动力；工人总数，职工总数
630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31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32 wrongdoing 1 ['rɔŋ'du:ŋ, 'rɔ:ŋ-] n.坏事；不道德的行为
633 wynn 8 [win] n.永利（酒店名）
634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35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36 yorks 1 Yorkshire
637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38 you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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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628

(英、葡)扬

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40 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6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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