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11-22 词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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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 aboard 1 [ə'bɔ:d] adv.在飞机上；[船]在船上；在火车上 prep.在…上
3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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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5 according 2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4

符合；使适合

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7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8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9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10 aircraft 1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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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alive 1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13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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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5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16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17 amended 1 [ə'mendɪd] adj. 修正的 动词a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8 an 8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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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21 and 4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2 andy 1 ['ændi] n.安迪（男子名，等于Andrew）
23 another 3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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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anybody 1 ['eni,bɔdi] pron.任何人 n.重要人物
26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7 appropriate 1 adj.适当的；恰当的；合适的 vt.占用，拨出
28 archives 1 ['a:kaivz] n.档案，档案室；案卷（archive的复数） v.把…收集归档；把…存档（archive的三单形式）
29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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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Armageddon 1 [,a:mə'gedn] n.大决战；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（源于《圣经》）
31 around 5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2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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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34 asteroid 9 ['æstərɔid] n.[天]小行星；[无脊椎]海盘车；小游星 adj.星状的
35 asteroids 4 ['æstərɔɪdz] n. [天]小行星（在火星与木星之间）；[动]海星 名词asteroid的复数形式.
36 astronauts 1 ['æstrənɔː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37 astronomers 1 n.天文学者，天文学家( astronomer的名词复数 )
38 at 5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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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uction 4 ['ɔ:kʃən] vt.拍卖；竞卖 n.拍卖
4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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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
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4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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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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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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ckfiring 1 英 [ˌbæk'faɪə(r)] 美 [ˌbæk'faɪər] v. (指内燃机等)逆火；适得其反；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n. 逆火；后爆的巨大响声
44 bark 2 [bɑ:k] n.树皮；深青棕色；毛皮；皮肤；狗叫 vt.狗叫；尖叫；剥皮 n.(Bark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捷、法、芬、瑞典)巴
43

克；(阿拉伯、俄)巴尔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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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47 beauties 1 ['bjuːti] n. 美人；美丽；美的东西
4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49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50 beetle 1 ['bi:tl] vi.急忙来回；突出 vt.用槌打 n.甲虫；大槌 n.(Beetle)人名；(英)比特尔
51 before 5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52 begin 4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3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54 Berwyn 1 伯温（美国地名）
55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56 bid 1 [bid] vt.投标；出价；表示；吩咐 vi.投标；吩咐 n.出价；叫牌；努力争取 n.(Bid)人名；(俄)比德
57 bidding 1 ['bidiŋ] n.投标；出价；命令
58 big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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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60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61 Bingham 1 宾汉（姓氏）
62 blockbusters 1 n.重磅炸弹，了不起的人或事( blockbuster的名词复数 ); 大片
63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64 botanist 1 ['bɔtənist] n.植物学家
65 brands 1 [brænd] n. 烙印；商标；牌子；标记 vt. 加污名于；铭记；打烙印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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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5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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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righam 4 n.布里格姆（男子名）
68 Bruce 1 [bru:s] n.布鲁斯（男名）
69 brush 1 n.刷子；画笔；毛笔；争吵；与某人有效冲突；灌木丛地带；矮树丛；狐狸尾巴 vt.刷；画； vi.刷；擦过；掠过；（经
67

过时）轻触

burning 1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71 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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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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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California 3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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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calls 1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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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

的）食品罐头

canopies 1 ['kænəpi] n. 天篷；遮篷；苍穹
78 canyon 2 ['kænjən] n.峡谷
79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8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1 castle 2 ['kɑ:sl, 'kæ-] n.城堡；象棋中的车 vt.置…于城堡中；筑城堡防御 n.(Castle)人名；(英)卡斯尔
82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83 causes 1 [kɔː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84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85 CEO 2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86 chabot 1 n.(Chabot)人名；(法)沙博；(西)查沃特；(英)沙博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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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88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89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90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91 character 1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92 characters 1 英 ['kærɪktəz] 美 ['kærɪktɚz] n. 人物；角色；特性；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.
93 cheng 1 中国姓氏成、程、曾、郑、岑的音译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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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5 Christ 1 [kraist] n.基督；救世主 int.天啊！
96 christy 1 挪威式转弯 n.(Christy)人名；(英)克里斯蒂，克丽丝蒂(女名)(教名Christian、Christabel的昵称)
97 churned 1 英 [tʃɜːn] 美 [tʃɜːrn] n. 搅乳器 v. 搅拌；搅动；翻腾；〈口〉粗制滥造
98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99 clay 1 [klei] n.[土壤]粘土；泥土；肉体；似黏土的东西 vt.用黏土处理 n.(Cl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克莱
100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101 clip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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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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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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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104 cnn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05 collision 3 n.碰撞；冲突；（意见，看法）的抵触；（政党等的）倾轧
106 com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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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07 common 2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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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complex 2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110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111 cones 1 英 [kəʊnz] 美 [koʊnz] n. (人眼)圆锥细胞；(圆)锥体 名词cone的复数形式.
112 conflicts 1 英 ['kɒnflɪkt] 美 ['kɑːnflɪkt] n. 冲突；战斗；矛盾；斗争 vi. 冲突；抵触；争执
113 conservationist 1 [,kɔnsə'veiʃənist] n.自然资源保护论者
114 conservationists 1 n.自然资源保护者，生态环境保护者( conservationist的名词复数 )
115 constitution 3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116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117 coordination 2 [kəu,ɔ:di'neiʃən] n.协调，调和；对等，同等
118 copies 1 ['kɒpɪz] n. [计算机] 复制份数 名词copy的复数形式.
119 copy 3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20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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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2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123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24 course 2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125 crash 1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103

自闯入

crews 1 [kruː]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127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128 danger 2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129 dangers 1 丹赫尔斯
130 dart 7 [英 [dɑ:t] 美 [dɑrt]] vt.投掷，投射；使迅速突然移动 vi.向前冲，飞奔 n.飞镖，标枪；急驰，飞奔；（虫的）螯；飞快的移
126

动 n.(Dart)人名；(英、芬)达特；(法)达尔
131

data

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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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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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ay

dead 4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134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135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136 deliberately 1 [di'libərətli] adv.故意地；谨慎地；慎重地
137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138 Denver 1 ['denvə] n.丹佛（地名，美国城市）
139 destination 1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140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141 dickman 1 n. 迪克曼
14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43 didymous 4 [didiməs] adj.[生物]成对的；双胎的
144 discovered 2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145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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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3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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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cument 3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147 documented 1 ['dɒkjʊməntɪd] adj. 备有证明文件的；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48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149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150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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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2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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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6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153

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double

driller 1 ['drilə] n.钻床，钻孔机；钻孔者 n.(Driller)人名；(哈萨)德里勒
155 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156 drought 2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157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158 earth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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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9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160 Elam 7 ['i:ləm] n.埃兰（亚洲西南部一古国）
161 en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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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163 estimated 2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16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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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4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167 ever 3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168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69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70 eviscerating 1 [ɪ'vɪsəreɪt] v. 取出内脏；除去精华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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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 experiment 2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173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174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175 falcon 1 ['fælkən] n.[鸟]猎鹰；[鸟]隼 n.(Falcon)人名；(法、意、西、葡、罗、瑞典)法尔孔；(英)福尔肯
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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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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176

fall

17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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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179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180 fetch 1 [fetʃ] vt.取来；接来；到达；吸引 vi.拿；取物；卖得 n.取得；诡计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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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 fi 1 [fai] abbr.磁场强度（FieldIntensity）；船方不负担装货费用（FreeIn）；场电离（fieldionization）
183 film 1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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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fire 10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
178

开枪；激动；烧火

fires 3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187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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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tting 1 ['fitiŋ] n.装配，装置；试穿，试衣 adj.适合的，适宜的；相称的 n.(Fitting)人名；(英、德)菲廷
189 flames 1 [fleɪmz] n. 火焰 名词flame的复数形式.
190 floor 1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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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 for 1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93 foreseeable 1 ['fɔ:si:əbl] adj.可预知的；能预测的
194 fores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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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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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88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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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198 further 2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199 future 2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200 garrett 1 ['gærit] n.加勒特（男子名）
201 gel 1 [dʒel] vi.胶化 n.[物化]凝胶，胶体 n.(Gel)人名；(德、捷)格尔
202 general 2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203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04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205 giant 6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206 go 2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19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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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209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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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07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211 governing 1 ['gʌvəniŋ] adj.有统治、控制或治理权力的 v.统治（govern的ing形式）；支配
212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13 grant 1 [grɑ:nt, grænt] vt.授予；允许；承认 vi.同意 n.拨款；[法]授予物 n.(Grant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塞、德、意)
210

格兰特；(法)格朗

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215 Greek 1 [gri:k] n.希腊语；希腊人 adj.希腊的；希腊人的，希腊语的
216 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214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217

Groves

2 [grəuvz] n.格罗夫斯（男子名）（女子名）或（姓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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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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9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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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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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handwritten 1 ['hænd,ritən] adj.手写的 v.handwrite的过去分词
222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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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18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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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 hav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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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6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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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228 height 1 [hait] n.高地；高度；身高；顶点
229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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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

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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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231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32 Hermes 1 n.赫耳墨斯（希腊神话人物） 爱马仕（Hermès，法国的奢侈品品牌）
233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234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230

名；(英)海伊

hike 1 [haik] vi.远足；徒步旅行；上升 vt.提高；拉起；使…高涨 n.远足；徒步旅行；涨价
236 historical 2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237 h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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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239 hodder 1 n. 霍德
240 holiday 2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241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242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235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244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45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46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247 hugging 1 [hʌɡ] v. 拥抱；紧抱；抱有；挨着 n. 拥抱；紧抱
248 Icarus 1 ['ikərəs; 'aikə-] n.伊卡洛斯（代达罗斯的儿子）
249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250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51 if 7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52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253 imagery 1 ['imidʒəri] n.像；意象；比喻；形象化
254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255 in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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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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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257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25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259 innovation 1 [,inəu'veiʃən] n.创新，革新；新方法
260 intensity 1 [in'tensəti] n.强度；强烈；[电子]亮度；紧张
261 interviewed 1 英 ['ɪntəvjuː] 美 ['ɪntərvjuː] n. 面谈；会见；面试；接见 vt. 接见；采访；对 ... 进行面试 vi. 面试；采访
2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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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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3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264 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65 it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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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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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67 jolt 1 [dʒəult] vt.使颠簸；使震惊；使摇动 vi.摇晃；颠簸而行 n.颠簸；摇晃；震惊；严重挫折
268 Jordan 1 ['dʒɔ:dən] n.约旦（阿拉伯北部的国家）；乔丹（男子名）
269 ju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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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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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amikaze 1 n.神风队队员；神风特攻队 adj.自杀性的；神风特攻队的 n.（日）神风（姓氏）
271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272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273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274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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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 Kings 2 [kiŋz] n.《列王纪》（《圣经》中的篇章）
276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277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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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8 larger 2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279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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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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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281

launch

282

lea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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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eague 1 [li:g] n.联盟；社团；范畴 vt.使…结盟；与…联合 vi.团结；结盟 n.(League)人名；(英)利格
284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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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287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288 lifesaving 1 ['laif,seiviŋ] adj.救命的；救生用的 n.救生
289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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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0 literally 1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291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292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293 loan 1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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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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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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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6 loss 2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297 losses 1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298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299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300 majestic 1 [mə'dʒestik] adj.庄严的；宏伟的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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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5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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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

make

303

makes

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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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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5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306 mankind 1 [,mæn'kaind] n.人类；男性
307 many 6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08 mature 4 [mə'tjuə] adj.成熟的；充分考虑的；到期的；成年人的 vi.成熟；到期 vt.使…成熟；使…长成；慎重作出
309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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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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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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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313 meantime 1 ['mi:n'taim] n.其时，其间 adv.同时；其间
314 milder 1 [maɪld] adj. 温和的；柔和的；宽大的；清淡的
315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316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317 milli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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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8 minimum 1 ['miniməm] n.最小值；最低限度；最小化；最小量 adj.最小的；最低的
319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320 miss 1 [mɪs] n.女士，小姐，年轻未婚女子 vt.错过，想念，缺（勤）
321 mission 4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322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323 momentum 1 [məu'mentəm] n.势头；[物]动量；动力；冲力
324 monarch 1 ['mɔnək, -ɑ:k] n.君主，帝王；最高统治者
325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26 monitor 1 n.监视器；监听器；监控器；显示屏；班长 vt.监控
327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328 moon 1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329 moonlet 9 ['mu:nlit] n.小卫星；人造卫星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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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04

以)莫雷

mortality 1 [mɔ:'tæləti] n.死亡数，死亡率；必死性，必死的命运
332 Morton 1 ['mɔ:tən] n.莫顿（男子名）
333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331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untain 2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335 Mountains 2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336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337 much 2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338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339 mythology 2 [mi'θɔlɔdʒi] n.神话；神话学；神话集
340 nam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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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1 names 2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342 nancy 1 ['nænsi] adj.女性化的；同性恋的 n.女性化的男人
343 nasa 6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344 national 5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345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346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47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48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349 Nevada 5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3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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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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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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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3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354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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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6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350
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not 1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58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359 nudge 1 [nʌdʒ] n.推动；用肘轻推；没完没了抱怨的人 vt.推进；用肘轻推；向…不停地唠叨 vi.轻推；推进；唠叨
360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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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 of 4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62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63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364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65 oldest 2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366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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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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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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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370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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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 orbit 2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372 orbiting 1 ['ɔː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373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374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7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76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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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

灭；驱逐
37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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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overwhelming 1 [,əuvə'hwelmiŋ] adj.压倒性的；势不可挡的 v.压倒；淹没（overwhelm的ing形式）；制服
379 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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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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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1 park 2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382 Parks 2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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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8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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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5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386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87 percent 2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388 place 2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384

莱斯

plan 2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390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391 planetary 2 ['plænitəri] adj.行星的
392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393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3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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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erity 1 [pɔs'teriti] n.子孙，后裔；后代
395 potentially 2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396 pow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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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4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reamble 1 [pri:'æmbl, 'pri:æ-] n.序文；电报报头；先兆 vi.作序文
398 preliminary 1 [pri'liminəri] n.准备；预赛；初步措施 adj.初步的；开始的；预备的
399 preserved 1 [pri'zə:vd] adj.保藏的；腌制的；喝醉的 n.(Preserved)人名；(英)普里泽夫德
40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01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402 printed 2 adj.印刷的；印花样的；已印好的 v.[印刷]印刷；出版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；铭记
403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404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05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406 protects 1 [prə'tekt] v. 保护；投保
407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408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409 pyramid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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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0 raking 1 ['reɪkɪŋ] n. 粗筛 动词rak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11 range 2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397

于；来回走动

ranger 1 ['reindʒə] n.突击队员；漫游者；骑警；别动队员 n.(Ranger)人名；(英)兰杰；(法)朗热
413 rare 2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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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5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416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417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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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9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420 recor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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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2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cords 1 [rɪ'kɔː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422 redirection 1 [,ri:di'rekʃən] n.重寄；改道；转移呼叫
423 redwood 1 ['redwud] n.红木树，[林]红杉；红树木材 n.(Redwood)人名；(英)雷德伍德
424 regional 1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425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421
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427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428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429 removal 2 [ri'mu:vəl] n.免职；移动；排除；搬迁
430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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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1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432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433 reproduce 1 [,ri:prə'dju:s] vt.复制；再生；生殖；使…在脑海中重现 vi.复制；繁殖
434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435 restoration 1 [,restə'reiʃən] n.恢复；复位；王政复辟；归还
436 retardant 1 [ri'tɑ:dənt] n.[化学]阻滞剂；抑止剂 adj.延缓的
437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438 rig 1 [rig] n.装备；钻探设备；服装；[船]帆装 vt.操纵；装配；装扮；装上索具
4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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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9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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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ght

rocket 1 ['rɔkit] vi.飞驰，飞快地移动；迅速增加 n.火箭 vt.用火箭运载
441 Roman 1 ['rəumən] n.罗马人；古罗马语 adj.罗马的；罗马人的
442 Rome 1 [rəum] n.罗马（意大利首都）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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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0

名；(英)拉什

sale 2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445 Sam 1 n.萨姆（男子名）
446 satellite 1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447 save 4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444
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448

say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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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50 scheduled 1 英 ['ʃedjuːl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51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52 sci 1 abbr.舰控截击（ShipControlledIntercept）；舰运集装箱协会（ShippingContainerInstitute）；化学工业协会
449

（SocietyofChemicalIndustry）

science 3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454 scientists 4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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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53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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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7 seeds 1 [siː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458 seen 3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59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460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461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462 sequoia 10 [si'kwɔiə] n.红杉（产于美国加州）
463 sequoias 9 n.水杉; 美洲杉（sequoia的复数形式）
464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465 se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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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6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67 Sherman 1 ['ʃə:mən] n.谢尔曼（男子名）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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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9 shorten 1 ['ʃɔ:tən] vt.缩短；减少；变短 vi.缩短；变短
470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471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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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66

肖

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474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475 sierra 5 [si'εərə] n.[地理]锯齿山脊；呈齿状起伏的山脉 n.(Sierra)人名；(意、西)谢拉；(英)西拉
476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477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478 slightly 1 ['slaitli] adv.些微地，轻微地；纤细地
479 smash 1 [smæʃ] vt.粉碎；使破产；溃裂 n.破碎；扣球；冲突；大败 vi.粉碎；打碎 adj.了不起的；非常轰动的；出色的
480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4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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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1

some 6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sometime 1 ['sʌmtaim] adv.改天；来日；在某一时候 adj.以前的；某一时间的
483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484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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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6 space 5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487 spacecraft 3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488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482
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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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0 spray 1 n.喷雾，喷雾剂；喷雾器；水沫 vt.喷射 vi.喷 n.(Spray)人名；(英)斯普雷
491 sprinkler 1 ['spriŋklə] n.洒水车；洒水器
492 sprouting 1 [spraʊtɪŋ] n. 发芽；萌发 动词sprout的现在分词.
493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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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5 stephanie 2 ['stefəni] n.斯蒂芬妮（女子名）
496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497 stood 1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98 story 1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499 stretch 1 vt.伸展,张开；（大量地）使用，消耗（金钱，时间）；使竭尽所能；使全力以赴； vi.伸展；足够买（或支付） n.伸
489

展，延伸 n.(Stretch)人名；(英)斯特雷奇

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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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2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503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504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505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506 survived 2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507 survives 1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508 surviving 2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509 susceptible 1 [sə'septəbl] adj.易受影响的；易感动的；容许…的 n.易得病的人
510 swaddling 1 英 ['swɒdl] 美 ['swɑːdl] vt. 束缚；用襁褓包 n. 襁褓
511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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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0

的）售得金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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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14 target 2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515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ːr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516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517 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518 telescopes 1 英 ['telɪskəʊp] 美 ['telɪskoʊp] n. 望远镜 v. 缩短；压缩；套叠
519 test 3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520 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521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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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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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ksgiving 2 n.感恩
523 that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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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4 the 9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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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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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6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27 then 4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28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529 these 6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30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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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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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34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35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36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37 threat 3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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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39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540 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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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1 throwing 1 英 ['θrəʊɪŋ] 美 ['θroʊɪŋ] n. 投掷运动 动词thr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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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3 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544 tire 1 ['taiə] vi.疲劳；厌倦 vt.使…疲倦；使…厌烦 n.轮胎；头饰 n.(Tire)人名；(土)蒂雷
545 to 5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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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5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47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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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6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549

tou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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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tracking 1 ['trækiŋ] n.追踪，跟踪 v.跟踪（track的ing形式）
551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52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553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554 tree 4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555 trees 12 [triː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550

的复数形式

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57 try 2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558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55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60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561 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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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3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64 unmanned 1 [,ʌn'mænd] adj.无人的；无人操纵的；被阉割的 v.使失去男子气质（unm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565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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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6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67 us 1 pron.我们
568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569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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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egetation 1 [,vedʒi'teiʃən] n.植被；植物，草木；呆板单调的生活
571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572 vesta 2 ['vestə] n.短火柴
573 vide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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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4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575 vulnerable 1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5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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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7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578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579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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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81 water 2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582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583 w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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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4 weakened 2 ['wiː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585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58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587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588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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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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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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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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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3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94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595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592

芬)维德

wildfire 2 ['waildfaiə] n.火灾；磷火，鬼火；散布极快的事物
597 wildfires 2 n. 野火（wildfire复数）；大火灾；鬼火；古时攻打敌船所用的燃料剂
598 wi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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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9 willing 2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596
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Willis 1 ['wilis] n.威利斯（姓氏，男名）
601 windy 1 ['windi] adj.多风的，有风的；腹胀的；吹牛的
602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603 withstand 1 [wið'stænd, wiθ-] vt.抵挡；禁得起；反抗 vi.反抗
604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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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0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ld 6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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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6
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09 wrap 1 [ræp] vt.包；缠绕；隐藏；掩护 vi.包起来；缠绕；穿外衣 n.外套；围巾
610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11 years 6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12 Yellowstone 1 ['jeləustəun] n.黄石公园（美国）
613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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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4

zipping

1 ['zɪpɪŋ] n. 尖啸声(拉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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