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11-08 词汇表
1

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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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3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4 act 2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2
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actually 3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6 ad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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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 added 4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8 addition 2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9 additions 1 [ə'dɪʃnz] 添加剂
10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11 affordable 1 [ə'fɔ:dəbl] adj.负担得起的
12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3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4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15 agrees 1 [ə'ɡriː] v. 同意；赞成；承认；符合；一致
16 ahead 3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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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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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a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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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allocation 1 [,æləu'keiʃən] n.分配，配置；安置
22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3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4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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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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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29 an 9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30 analyst 2 ['ænəlist] n.分析者；精神分析医师；分解者
31 analysts 3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32 analytics 2 [,ænə'litiks] n.[化学][数]分析学；解析学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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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35 and 4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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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anyway 1 ['eniwei] adv.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；总之
38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39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40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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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42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5
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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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tists 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44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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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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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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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 ['ɔː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46

August

47

back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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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ckground 2 ['bækgraund] n.背景；隐蔽的位置 vt.作…的背景 adj.背景的；发布背景材料的
49 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50 batteries 1 ['bætərɪz] n.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.
51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2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53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54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55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6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57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58 benjamin 1 ['bendʒəmin] n.本杰明（男子名）；受宠爱的幼子
59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48

特
60

better 3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iden 3 n. 拜登(姓氏)
62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63 bill 14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64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65 bipartisan 2 [,baipɑ:ti'zæn, -'pɑ:tizən] adj.两党连立的；代表两党的
66 blend 1 [blend] vt.混合 vi.混合；协调 n.混合；掺合物
67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61

匈)博特

Brian 2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69 Bridges 1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70 Bucharest 2 ['bju:kərest] n.布加勒斯特（罗马尼亚的首都）
71 budge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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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budgets 1 ['bʌdʒɪt] n. 预算 vt. 编预算；为 ... 做预算 vi. 节省开支 adj. 廉价的；不贵的
73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74 bu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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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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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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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 calls 2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78 camera 1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79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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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

的）食品罐头

candles 1 ['kændl] n. 蜡烛；烛形物 vt. 对光检查
81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82 care 2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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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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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tegories 1 ['kætɪɡərɪz] n. 类别；种类；范畴 名词category的复数形式.
87 cathelin 1 [kæ'θiːlɪn] 凯萨林<抗菌药>
88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89 Chagall 1 夏加尔（俄国画家）
90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91 Chambers 1 ['tʃeimbəz] n.钱伯斯（姓氏）
92 change 7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93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94 charlotte 1 n.法国水果奶油布丁；夏洛特
95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96 child 2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97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98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99 Christian 1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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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
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102 clip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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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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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locks 8 英 [klɒk] 美 [klɑːk] n. 时钟 v. 计时；打卡
104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105 cnn 9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06 coaster 1 ['kəustə] n.沿岸贸易船；杯托，小托盘；雪橇
107 combat 1 ['kɔmbæt, kəm'bæt] vt.反对；与…战斗 vi.战斗；搏斗 n.战斗；争论 adj.战斗的；为…斗争的 n.(Combat)人名；(法)孔巴
108 commercial 1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109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110 concern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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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 congress 5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112 congressional 2 [kən'greʃənəl] adj.国会的；会议的；议会的
113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114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115 consumers 1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116 consumption 1 [kən'sʌmpʃən] n.消费；消耗；肺痨
117 contemporary 1 [kən'tempərəri] n.同时代的人；同时期的东西 adj.当代的；同时代的；属于同一时期的
118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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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22 cos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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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3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24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25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126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27 creating 1 [kri'ː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128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129 crunch 1 [krʌntʃ] n.咬碎，咬碎声；扎扎地踏 vt.压碎；嘎扎嘎扎的咬嚼；扎扎地踏过 vi.嘎吱作响地咀嚼；嘎吱嘎吱地踏过
130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131 da 1 [dɑ:] n.（俄）是，是的；爸爸（等于dad） n.(Da)人名；(柬)达
1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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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

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133

date

1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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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土)达伊

daylight 10 ['deilait] n.白天；日光；黎明；公开
136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135

西)迪尔

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138 declines 1 [dɪ'klaɪn] v. 下降；减少；变弱；拒绝；倾斜 n. 衰微；跌落；晚年
139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140 deficit 2 ['defisit] n.赤字；不足额
141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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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 democrats 3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144 demographics 1 [,demə'græfiks] n.人口统计资料
145 department 4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146 derail 1 [di'reil] vt.使出轨 vi.出轨 n.脱轨；[铁路]脱轨器
147 desk 2 [desk] n.办公桌；服务台；编辑部；（美）讲道台；乐谱架 adj.书桌的；桌上用的；伏案做的
148 desperate 1 ['despərət] adj.不顾一切的；令人绝望的；极度渴望的
149 detector 1 n.探测器；检测器；发现者；侦察器
150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51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52 disagreements 2 [dɪsəɡ'riːmənts] 分歧
153 do 3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137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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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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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4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river 1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157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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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 dustin 3 ['dʌstin] n.达斯汀（男子名）
160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61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162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163 ebbing 1 [eb] n. 退潮；衰落 vi. 落潮；衰退
164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165 economist 1 [i'kɔnəmist] n.经济学者；节俭的人
166 economists 3 [ɪ'kɒnəmɪsts] 经济理论界
167 economy 6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168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169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170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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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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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74 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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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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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tered 1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76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177 essay 1 ['esei, e'sei] n.散文；试图；随笔 vt.尝试；对…做试验
178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179 estimates 3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180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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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83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84 exceeded 1 [ɪk'siːdɪd] adj. 超过的；超出的 动词exc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85 exceeds 1 [ɪk'siːd] vt. 超过；超出 vi. 领先
186 exceptions 1 [ɪk'sepʃənz] n.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.
187 exhibition 2 [,eksi'biʃən] n.展览，显示；展览会；展览品
188 expectations 1 [ekspek'teɪʃnz] 预期继承的遗产
189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90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91 expired 1 adj. 到期的 动词exp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92 extending 1 [ɪk'stendɪŋ] n. 伸长 动词extend的现在分词.
193 extra 3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194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195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182

(英)法克特

factored 1 英 ['fæktə(r)] 美 ['fæktər] n. 因素；因数；因子 vt. 把 ... 因素包括进去 vi. 作为因素
197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196
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198

fall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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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200 Falls 2 [fɔ:ls] n.[水文]瀑布；陨石 v.下降（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Falls)人名；(英)福尔斯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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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 featured 1 ['fi:tʃəd] adj.特定的；被作为特色的；有…的面貌特征的 v.使…有特色；起重要作用（feature的过去分词）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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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99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205 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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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finally 2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207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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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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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ocused 1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11 for 1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12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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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0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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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 Franklin 2 ['fræŋklin] n.富兰克林（男子名）；富兰克林（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北部分区）
216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217 Friday 2 ['fraidi] n.星期五
2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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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19 fueling 1 [fjuːəlŋɪ] n. 加燃料；加油 动词fuel的现在分词形式.
220 funded 1 [fʌnd] n. 基金 vt. 资助；转为（长期贷款）
221 funding 1 ['fʌndiŋ] n.提供资金；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.提供资金；积存（fund的ing形式）
222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23 gains 1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224 g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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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22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27 getting 3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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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230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231 go 6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218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233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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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32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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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go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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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37 graphic 1 ['græfik] adj.形象的；图表的；绘画似的
238 gray 2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234
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groceries 1 n.杂货；食品；生活用品
240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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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1 half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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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39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ndful 1 ['hændful] n.少数；一把；棘手事
243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44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245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242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rdest 1 ['hɑːdɪst] adv. 极难地 adj.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.
247 Harding 1 ['ha:diŋ] n.哈丁（姓氏）；哈丁（美国前总统）
248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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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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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0 Hawaii 1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251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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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2 headed 1 ['hedid] adj.有头的；有标题的 v.率领（head的过去分词）；朝向；走在…的前头
253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254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255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256 hel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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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46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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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258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59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260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261 hire 1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2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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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ring 1 ['haiəriŋ] n.雇用；租用 v.雇用（hire的ing形式）
263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64 hit 2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265 hol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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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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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267 homeowners 1 ['həʊməʊnəz] / n.；自己拥有住房者；(住自己房子的)私房屋主
268 hospitality 2 [,hɔspi'tæləti] n.好客；殷勤
269 hour 9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270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271 ho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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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6

名；(英)豪斯

houses 2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273 housing 2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274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75 Howard 2 ['hauəd] n.霍华德（男子名）
276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277 hunting 1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278 hurt 2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272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280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81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282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283 in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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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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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84

incorporate

1 [in'kɔ:pəreit, in'kɔ:pərət] vt.包含，吸收；体现；把……合并 vi.合并；混合；组成公司 adj.合并的；一体化的；组成公

司的

indicate 1 ['indikeit] vt.表明；指出；预示；象征
286 indicated 2 adj.表明的；指示的 v.表明（indicate的过去分词）；指出；显示
287 inflation 2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288 informational 1 [,infə'meiʃənəl] adj.情报的；报告的；新闻的
289 infrastructure 6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290 ing 1 [iŋ] abbr.惯性导航与制导（InertialNavigationandGuidance）；强中子发生器（IntenseNeutronGenerator） n.(Ing)人名；(柬)
285

英；(朝)剩

initial 2 [i'niʃəl] adj.最初的；字首的 vt.用姓名的首字母签名 n.词首大写字母
292 installations 1 [ɪnstə'leɪʃnz] 装置
293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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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95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296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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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7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298 is 2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99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300 it 29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29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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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302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303 jennifer 1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3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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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

job

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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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bs 12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306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307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308 Jones 5 [dʒəunz] n.琼斯（姓氏）
309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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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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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eefe 1 n. 基夫
312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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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4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315 labo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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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11

拉博

landing 1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317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318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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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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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s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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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1 la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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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20

(英、缅、柬)劳

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323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324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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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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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7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328 legislative 1 ['ledʒislətiv] adj.立法的；有立法权的 n.立法权；立法机构
329 leisure 2 ['lɛʒə] n.闲暇；空闲；安逸 adj.空闲的；有闲的；业余的 n.(Leisure)人名；(英)莱热
330 less 2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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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2

名；(法)勒韦尔

license 1 ['laisəns] n.执照，许可证；特许 vt.许可；特许；发许可证给
333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3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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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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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5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336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337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338 loo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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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34

(英)卢克

loo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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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342 lo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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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9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louder 1 ['laʊdər] adj. 更大声的
344 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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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43
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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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

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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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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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6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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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50 march 2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348

威；进行曲

mark 2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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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3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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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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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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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357 meteorologist 1 [,mi:tiə'rɔlədʒist] n.气象学者
358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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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0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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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 minority 1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362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363 Monet 1 n.莫奈（人名，法国画家）
364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65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366 monthly 1 ['mʌnθli] adj.每月的，每月一次的；有效期为一个月的 n.月刊 adv.每月，每月一次
367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368 moody 2 ['mu:di] adj.喜怒无常的；易怒的；郁郁寡欢的 n.(Moody)人名；(英)穆迪
369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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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51

以)莫雷

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371 mortgage 1 ['mɔ:gidʒ] vt.抵押 n.抵押 房屋抵押贷款
372 most 2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370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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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4 negative 1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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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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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7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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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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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81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382 November 3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383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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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5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386 objective 1 [əb'dʒektiv, ɔb-] adj.客观的；目标的；宾格的 n.目的；目标；[光]物镜；宾格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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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8 observing 1 [əb'zəviŋ, ɔb-] adj.观察的；注意的；观察力敏锐的 v.观察；遵守（observe的ing形式）
3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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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390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391 of 5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92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93 office 3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394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95 O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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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9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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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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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8 oppose 1 [ə'pəuz] vt.反对；对抗，抗争 vi.反对
399 optimistic 1 [,ɔpti'mistik] adj.乐观的；乐观主义的
400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401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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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0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404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05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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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6

灭；驱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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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7 over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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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06

西、土)奥韦尔

overal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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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9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410 pandemic 5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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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8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ipate 1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413 partisan 1 [,pɑ:ti'zæn] adj.党派的；效忠的；偏袒的；盲目推崇的 n.游击队；虔诚信徒；党羽
414 passage 2 n.一段（文章）；走廊；通路；通过 n.(Passage)人名；(英)帕西奇；(法)帕萨热
415 passed 4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416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417 pent 1 [pent] adj.被关闭的；郁积的 n.单斜顶棚 v.把…关于围栏；把…关起来；囚禁（pen的过去分词）
418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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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0 pl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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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1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422 point 2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423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412

茨

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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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6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427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428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429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430 preschool 1 ['pri:'sku:l] adj.未满学龄的；就学前的，入学前的 n.幼儿园，育幼院
431 present 2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432 presidency 1 ['prezidənsi] n.总统（或董事长、会长、大学校长等）的职位（任期）；管辖；支配
4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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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esident 6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34 pri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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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5 prices 2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436 priority 1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437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438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439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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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3

程式

programs 2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441 prompted 1 [p'rɒmptɪd] vbl. 提示
442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443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444 pyramids 2 ['pɪrəmɪd] n. 金字塔；棱锥体；[证券]金字塔式交易法 v. 急速增加；以金字塔的模型构建
445 qualifying 1 [k'wɒlɪfaɪɪŋ] adj. 使具有资格的 动词qualify的现在分词形式.
446 rana 1 ['rænə] 中国林蛙,蛙属
447 rates 2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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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9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440

尔

really 4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51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452 reasons 1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453 rebound 3 [,ri:'baund] n.回弹；篮板球 vi.回升；弹回 vt.使弹回 v.重新装订（reb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5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455 recently 3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456 recession 1 [ri'seʃən] n.衰退；不景气；后退；凹处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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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8 report 4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459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460 republicans 3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461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462 revenue 1 n.税收收入；财政收入；收益
463 revere 1 [ri'viə] vt.敬畏；尊敬；崇敬
464 ride 1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4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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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466 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467 roller 1 ['rəulə] n.[机]滚筒；[机]滚轴；辊子；滚转机 n.(Roll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匈、罗、捷、瑞典)罗勒；(法)罗莱
468 Romania 1 [rəu'meinjə] n.罗马尼亚（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北部国家）
469 Roosevelt 1 ['rəuzəvelt] n.罗斯福（姓氏，美国第26任总统）
470 round 1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465
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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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

rush

47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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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ving 7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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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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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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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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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76
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79 sculptures 1 英 ['skʌlptʃə(r)] 美 ['skʌlptʃər] n. 雕塑；雕刻 v. 雕刻；雕塑；刻蚀；当雕刻师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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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78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tor 2 ['sektə] n.部门；扇形，扇区；象限仪；函数尺 vt.把…分成扇形
482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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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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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84 seeker 1 ['si:kə] n.探求者；搜查人
485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486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487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488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489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490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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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etbacks 1 ['setbæks] 挫折
493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94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495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496 shortages 1 ['ʃɔːtɪdʒɪz] 缺陷
497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498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4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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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92

肖

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501 shutdown 1 ['ʃʌtdaun] n.关机；停工；关门；停播
502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503 signature 1 ['signətʃə] n.署名；签名；信号
504 signed 2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505 significantly 1 adv.显著地；相当数量地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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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7 skyrocketed 1 英 ['skaɪrɒkɪt] 美 ['skaɪrɑːkɪt] n. 冲天火箭（烟火） vt. 使 ... 上升； 发射 vi. 陡升； 猛涨
508 sleep 3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509 smaller 1 [s'mɔːlər] adj. 较小的
510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511 s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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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2 social 4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513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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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0

>稍微
514

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sounds

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516 spending 10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517 spends 1 [s'pendz] n. 开支，花费（spend的复数形式） v. 花费（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18 sprin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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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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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springing 1 ['spriŋiŋ] n.船体纵向二阶波振；弹簧现象；弹性装置 v.弹起（spring的ing形式）
520 standard 5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519

(德)施坦达德

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22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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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4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525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5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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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imulus 1 ['stimjuləs] n.刺激；激励；刺激物
527 s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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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8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529 suggesting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530 Sunday 3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531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532 support 2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533 supporters 1 [sə'pɔː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534 surge 1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53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536 Taft 2 [tæft;ta:ft] n.塔夫脱（姓氏）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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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8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539 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540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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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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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2 the 9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43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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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4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45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546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47 theodore 1 ['θi:ədɔ:; 'θiə-] n.希欧多尔（男子名）
548 there 1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549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5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51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552 thin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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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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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4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55 though 3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56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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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8 tim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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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41

人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559

to

4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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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1 Todd 7 [tɔd] n.托德（姓氏，英国化学家，曾获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）
5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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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563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64 topic 1 ['tɔpik] n.主题（等于theme）；题目；一般规则；总论
565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566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56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68 treater 1 [triːtə] n. 处理器；精制器；谈判者
569 tri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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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2
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trillion 5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57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72 turnout 1 n.产量；出席者；参加人数；出动；清除；[公路]岔道
573 twenty 1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57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75 unidentified 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76 unique 1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577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578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79 up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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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0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81 upgrades 1 [ˌʌp'ɡreɪd] vt. 升级；提高；改善 adv. 向上地 n. 升级；上坡
582 us 1 pron.我们
583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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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4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585 variant 1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586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87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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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8 victory 1 ['viktəri] n.胜利；成功；克服 n.(Victory)人名；(西)维多利；(英)维克托里
589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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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0 videotape 2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591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592 Vinci 1 ['vinsi] n.达芬奇（姓氏，意大利的著名美术家、雕刻家、科学家、建筑家）
593 voice 5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5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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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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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6 voter 1 ['vəutə] n.选举人，投票人；有投票权者
597 voting 1 ['vəutiŋ] adj.投票的 n.投票；选举 v.投票（vote的ing形式）；选举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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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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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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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1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602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603 warren 1 ['wɔrən, 'wɔ:-] n.养兔场；大杂院；拥挤的地区
604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605 Washingt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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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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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5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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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9

5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well

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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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2 whe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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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0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614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15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616 whole 2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617 wholeheartedly 1 [ˌhəʊl'hɑːtɪdli] adv. 尽力；全心全意地
618 whopping 1 ['hwɔpiŋ] adj.巨大的；天大的 adv.非常地；异常地 v.猛打；抽出（whop的ing形式）
619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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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1 William 2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622 Wilson 1 ['wilsən] n.威尔逊（姓氏）
623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624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625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26 woodrow 1 ['wudrəu] n.伍德罗（男子名）
627 work 2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613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force 1 ['wə:kfɔ:s] n.劳动力；工人总数，职工总数
629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628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63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32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6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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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0
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worth 2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635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36 wrapped 1 [ræpt] adj.有包装的 v.包裹；覆盖（wrap的过去分词）
637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638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39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40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641 you 1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4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43 zandi 3 赞迪
644 zones 1 英 [zəʊn] 美 [zoʊn] n. 地域；地带；地区
6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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