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11-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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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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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ccidents 1 ['æksɪdənts] 事故
4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3

符合；使适合

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6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7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8 admit 1 [əd'mit] vt.承认；准许进入；可容纳 vi.承认；容许
9 advancements 1 n. 进步；进展（advancement的复数形式）；升任
10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11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2 again 3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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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air 3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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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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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8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19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0 alternating 1 ['ɔ:ltə,neitiŋ] adj.交替的；交互的 v.使交替；依次（alternate的ing形式）
21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2 am 2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5
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24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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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nd 3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7 annual 1 ['ænjuəl] adj.年度的；每年的 n.年刊，年鉴；一年生植物
28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29 anxiety 1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30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31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32 anyway 1 ['eniwei] adv.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；总之
33 applause 1 [ə'plɔ:z] n.欢呼，喝采；鼓掌欢迎
34 are 13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35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36 aren 1 阿伦
37 around 5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8 artery 1 n.动脉；干道；主流
39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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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41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42 assisted 1 [ə'sɪst] vt. 帮助；协助 vi. 帮助；出席 n. 帮助；协助；助攻；协助的器械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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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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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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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45 authorities 1 [ɔː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46 autonomous 3 [ɔ:'tɔnəməs] adj.自治的；自主的；自发的
47 avenue 1 n.大街；林荫大道；[比喻](达到某物的)途径，手段，方法，渠道
48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49 away 4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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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52 ballaban 1 [地名] [阿尔巴尼亚] 巴拉班
53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54 barriers 1 ['bæriəz] 障碍
55 be 1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6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57 because 5 [bi'kɔz] conj.因为
58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59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60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61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62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63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64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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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bike 2 [baik] n.自行车；脚踏车 vi.骑自行车（或摩托车） n.(Bike)人名；(土、土库、塞)比克
66 bit 2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44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68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69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70 blocks 1 ['blɒks] n.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.
71 brakes 1 [breɪk] n. 制动器；闸；刹车 v. 刹车
72 breach 1 [bri:tʃ] n.违背，违反；缺口 vt.违反，破坏；打破
73 breathe 1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74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75 Bridges 1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76 Brooklyn 2 ['bruklin] n.布鲁克林（美国纽约西南部的一区）
77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78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79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80 but 9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81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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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cab 1 [kæb] n.驾驶室；出租汽车；出租马车 vi.乘出租马车（或汽车）
83 cabs 1 [kæb] n. 出租汽车；司机室；驾驶室；轻便马车 vi. 乘出租车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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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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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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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can 9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67

的）食品罐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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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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 car 14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90 cargo 1 ['kɑ:gəu] n.货物，船货 n.(Cargo)人名；(英、西)卡戈
91 Carl 2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2 carmaker 1 ['kɑ:,meikə] n.汽车制造商
93 cars 4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94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95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96 caused 1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97 causes 1 [kɔː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98 challenged 1 ['tʃælindʒid] adj.受到挑战的
99 challenging 3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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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102 chokehold 1 英 ['tʃəʊkˌhəʊld] 美 ['tʃoʊkˌhoʊld] n. 掐脖子；压制
103 Christmas 3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104 Cities 3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105 city 9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106 claws 1 [klɔː] n. 爪；钳；螯；爪状物 v. 抓；撕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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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
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108

clip 4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10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111 com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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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12 commuters 1 n.（远距离）上下班往返的人( commuter的名词复数 )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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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115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116 cones 1 英 [kəʊnz] 美 [koʊnz] n. (人眼)圆锥细胞；(圆)锥体 名词cone的复数形式.
117 consumption 1 [kən'sʌmpʃən] n.消费；消耗；肺痨
118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119 contributing 1 [kənt'rɪbjuːtɪŋ] adj. 贡献的；起作用的 动词contribute的现在分词.
120 contributions 1 [kɒntrɪb'juːʃnz] 贡献
121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22 corner 1 ['kɔ:nə] n.角落，拐角处；地区，偏僻处；困境，窘境 vi.囤积；相交成角 vt.垄断；迫至一隅；使陷入绝境；把…难住 n.
109

(Corner)人名；(法)科尔内；(英)科纳

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24 cough 1 [kɔ:f] n.咳嗽，咳嗽声；咳嗽病 vt.咳出 vi.咳嗽 n.(Cough)人名；(英)考夫
125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26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127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128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29 crab 2 [kræb] n.螃蟹；蟹肉；脾气乖戾的人；起重机 vt.抱怨；破坏；使偏航 vi.捕蟹；发牢骚；抱怨
130 crabby 1 ['kræbi] adj.易怒的；脾气坏的
131 crabs 2 [kræb] n. 蟹；阴虱；爱争吵的人；[植]山楂子 v. 捕蟹；使横行；批评；抱怨
132 crawling 1 n.表面涂布不匀；收缩龟裂 n.爬行
1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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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ops 1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134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135 crustaceans 1 [krʌs'teɪʃnz] 甲壳类
136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133

特

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138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139 d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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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37

土)达伊

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141 Delhi 2 ['deli] n.德里（印度城市名）
142 dense 1 [dens] adj.稠密的；浓厚的；愚钝的
143 deployed 1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144 desperate 1 ['despərət] adj.不顾一切的；令人绝望的；极度渴望的
145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146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147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148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149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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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
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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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53 d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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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wn 4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151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156 drive 4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155

推进力；快车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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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 driverless 1 无人驾驶的
159 drivers 5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160 driving 1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161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62 eccentric 1 [ik'sentrik] adj.古怪的，反常的 n.古怪的人
163 Edison 1 ['edisn] n.爱迪生（美国发明家）
164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165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166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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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 electrical 1 [i'lektrikəl] adj.有关电的；电气科学的
169 elon 1 [ɪ'lɒn] 埃伦(可溶性显影剂粉末)
170 emissions 1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171 end 3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172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173 engines 1 ['endʒɪn] n. 发动机；引擎；机车；火车头 vt. 给 ... 装引擎
174 engulfed 1 [ɪn'ɡʌlf] vt. 吞没；席卷；吞噬
175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76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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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7

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

every 4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79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80 expense 1 [ik'spens] n.损失，代价；消费；开支 vt.向…收取费用 vi.被花掉
181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182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83 eyes 2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184 factories 2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185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178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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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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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

feeling

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
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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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 fence 2 ['fens] n.栅栏；围墙；剑术 vt.防护；用篱笆围住；练习剑术 vi.击剑；搪塞；围以栅栏；跳过栅栏
193 fences 1 [fens] n. 栅栏；围墙；买卖赃物的人 v. 用篱笆围住；束缚；击剑；回避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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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5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191
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197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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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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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
196

菲内；(英)法恩
201

2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rst

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203 flatbush 1 n. 弗拉特布什(在加拿大；西经 114º09' 北纬 54º40')
204 flowers 1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205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06 foremost 1 ['fɔ:məust] adj.最重要的；最先的 adv.首先；居于首位地
207 fores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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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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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2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210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211 frequently 1 ['fri:kwəntli] adv.频繁地，经常地；时常，屡次
212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213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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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 fro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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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217 full 3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209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218

fully

5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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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urness 1 n.(Furness)人名；(英)弗内斯
220 gardens 1 ['gɑːdnz] n. 公园；花园；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.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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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2 gasoline 1 ['gæsəli:n] n.汽油
223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224 genius 1 n.天才，天赋；精神 n.（Genius）妙选
225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26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27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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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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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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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1 going 1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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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30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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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3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34 grace 1 [greis] n.优雅；恩惠；魅力；慈悲 vt.使优美 n.(Grace)人名；(英)格雷斯，格雷丝(女名)；(法)格拉斯
235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236 gripped 1 [ɡrɪp] n. 紧握；手提包；了解；手柄 vt. 吸引；紧抓
237 grips 1 [grɪps] 名词grip的复数形式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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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uy 2 [gai] n.男人，家伙 vt.嘲弄，取笑 vi.逃跑 n.(Guy)人名；(西)吉；(法)居伊；(英)盖伊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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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1 handle 1 ['hændl] n.[建]把手；柄；手感；口实 vt.处理；操作；运用；买卖；触摸 vi.搬运；易于操纵
242 handles 1 ['hændlz] n. 操纵；掌握 名词handle的复数形式.
243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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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39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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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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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7 haze 1 [heiz] n.阴霾；薄雾；疑惑 vt.使变朦胧；使变糊涂 vi.变朦胧；变糊涂 n.(Haze)人名；(法)阿泽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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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250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251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52 hesitated 1 英 ['hezɪteɪtɪd] 美 ['hezəˌtetɪd] adj. 犹豫的；踌躇的；停顿的 动词hesit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53 hesitating 1 ['hezɪteɪtɪŋ] adj. 犹豫的；踌躇的 动词hesit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54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255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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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5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lands 1 ['hailəndz] n.高原地区；山岳地带（highland的复数形式）
257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58 h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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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9 hitting 2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260 hoarders 1 n.囤积者，贮藏者( hoarder的名词复数 )
261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262 honking 1 n.发情叫声；发出响号 v.按汽车喇叭（honk的ing形式）
2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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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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4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265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266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263

名；(英)豪斯

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68 human 3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269 identifying 1 n.识别，标识；标识关系 v.识别（identify的现在分词）
270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71 in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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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273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274 India 3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275 Indian 2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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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7 install 1 [in'stɔ:l] vt.安装；任命；安顿
278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279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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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2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erruption 1 [,intə'rʌpʃən] n.中断；干扰；中断之事
281 intersection 1 [,intə'sekʃən] n.交叉；十字路口；交集；交叉点
282 intervene 2 [,intə'vi:n] vi.干涉；调停；插入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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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4 inventor 1 [in'ventə] n.发明家；[专利]发明人；创造者
285 IQ 1 [,ai 'kju:] abbr.智力商数（intelligencequotient）；进口限额（importquota）
286 irritation 1 [英[ɪrɪ'teɪʃn] 美[,ɪrə'teʃən]] n.刺激；激怒，恼怒，生气；兴奋；令人恼火的事
287 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88 island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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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9 issue 2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290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291 it 34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28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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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3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294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295 jus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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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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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297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298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99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300 Lahore 5 [lə'hɔ:r] n.拉合尔（巴基斯坦城市）
301 lane 3 [lein] n.小巷；[航][水运]航线；车道；罚球区 n.(Lane)人名；(英、俄)莱恩；(老)兰；(德、法、意、葡、塞、瑞典)拉内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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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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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ugh 1 [lɑ:f, læf] n.笑；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.笑 vt.以笑表示；使…笑得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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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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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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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t 2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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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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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309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310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311 little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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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 livelihoods 1 ['laɪvlɪhʊdz] 农民生计
313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314 local 2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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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3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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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(英)卢克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318 lot 4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317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319

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Lowlands 1 ['ləuləndz] n.苏格兰东南部的低地
321 magnetic 1 [mæg'netik] adj.地磁的；有磁性的；有吸引力的
322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320

因
3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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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3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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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326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327 mal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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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8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29 m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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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5

威；进行曲

Marconi 1 [mɑ:'kəuni] n.马可尼（意大利物理学家）
331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32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333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334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335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336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337 mention 1 ['menʃən] vt.提到，谈到；提及，论及；说起 n.提及，说起 n.(Mention)人名；(法)芒雄
338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39 meteorologists 1 n.气象学( meteorology的名词复数 )
340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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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2 migration 2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343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344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330
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modes 1 英 [məʊdz] 美 [moʊdz] n. 模式 名词mode的复数形式.
346 moisture 1 ['mɔistʃə] n.水分；湿度；潮湿；降雨量
3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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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348 monsoon 1 [mɔn'su:n] n.季风；（印度等地的）雨季；季候风
349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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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351 most 3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350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tion 1 n.动作；移动；手势；请求；意向；议案 vi.运动；打手势 vt.运动；向…打手势
353 motorcycle 1 ['məutə,saikl] n.摩托车；机动车 vi.骑摩托车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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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5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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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 musk 1 [mʌsk] n.麝香；麝香鹿；麝香香味
358 nap 1 [næp] n.小睡，打盹儿；细毛；孤注一掷 vt.使拉毛 vi.小睡；疏忽 n.(Nap)人名；(朝、越)纳
359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60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61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362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63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64 nex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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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5 Nikola 1 尼古拉
366 no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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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 Nobe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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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68 nope 8 [nəup] adv.不是，没有；不
369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370 northwest 1 [,nɔ:θ'west] adj.西北的；向西北的；来自西北的 n.西北 adv.在西北；向西北；来自西北
371 not 1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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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3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374 now 7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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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 observer 1 [əb'zə:və, ɔb-] n.观察者；[天]观测者；遵守者
377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378 of 3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79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80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381 officially 2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382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383 oh 3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384 OK 4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385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86 O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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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2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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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8 ones 2 [wʌnz] n.刻录软件
389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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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391 oop 1 ['uːp] [计算机] 打印机纸用完
3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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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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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3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94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395 our 6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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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2

灭；驱逐
397

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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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akistan 2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399 Pakistani 2 [,pæki'stæni] adj.巴基斯坦的 n.巴基斯坦人
400 paramedic 1 ['pærə,medik, ,pærə'medik] n.护理人员；伞兵军医；伞降医务人员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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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8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ssengers 2 旅客
403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404 pedestrians 3 [pɪ'destrɪəns] n. 行人 名词pedestrian的复数形式.
405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406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07 performs 1 英 [pə'fɔːm] 美 [pər'fɔː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408 Philadelphia 1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409 pl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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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

莱斯

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411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410

特；(法)普朗

plates 1 [pleɪts] n. 盘子；板材 名词plate的复数形式.
413 plays 1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412
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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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5 pole 1 [pəul] n.杆；极点；电极 vt.用竿支撑 n.(Pole)人名；(英)波尔；(俄)波列；(塞)波莱
416 pollutants 3 [pə'luːtənts] 污染物质
417 polluted 3 [pə'lju:tid] adj.受污染的；被玷污的 v.污染（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18 pollution 7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419 pollutive 1 造成污染的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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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4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422 prefer 2 [pri'fə:] vt.更喜欢；宁愿；提出；提升 vi.喜欢；愿意
423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424 prett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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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25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426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427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428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429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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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21

(泰、缅)布

quality 2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432 rains 1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433 rainy 1 ['reini] adj.下雨的；多雨的 n.(Rainy)人名；(英)雷尼
4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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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4

1 [ræŋk] n.排；等级；军衔；队列 adj.讨厌的；恶臭的；繁茂的 vt.排列；把…分等 vi.列为；列队 n.(R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
芬、捷)兰克

rank

ranking 2 ['ræŋkiŋ] adj.上级的；头等的；超群的 n.等级；地位 v.排列；归类于（rank的ing形式） n.(Ranking)人名；(英)兰金
436 ranks 1 ['ræŋks] n. 队伍 名词rank的复数形式.
437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438 re 2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39 ready 3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435

人名；(英)雷迪

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41 reasons 2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442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443 red 3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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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5 refineries 1 [rɪ'faɪnəri] n. 精练厂
446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447 regularly 2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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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9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450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451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452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453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454 residents 5 ['rezɪdənts] 居民
455 rickshaw 1 ['rikʃɔ:] n.（等于ricksha）人力车；黄包车
456 righ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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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40

人名；(英)赖特
4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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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ising

road 5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459 roll 1 [rəul] vt.卷；滚动，转动；辗 vi.卷；滚动；转动；起伏，摇晃 n.卷，卷形物；名单；摇晃 n.(Ro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
458

俄、罗、葡、捷、挪、西、瑞典)罗尔

root 1 [ru:t, rut] n.根；根源；词根；祖先 vi.生根；根除 vt.生根，固定；根源在于 n.(Root)人名；(英)鲁特；(德、瑞典)罗特
461 rotating 1 [rəʊ'teɪtɪŋ] adj. 旋转的 动词rotate的现在分词.
462 route 1 [ru:t, raut] vt.按某路线发送 n.路线；航线；通道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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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0

名；(英)拉什
4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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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

1 ['sændi] adj.沙地的；多沙的；含沙的 n.(Sandy)人名；(法、喀、罗、西、英)桑迪(教名Alasdair、Alastair、Alexander、
Alister、Elshender的昵称)

sandy

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4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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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66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469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70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71 screw 1 [skru:] vt.旋，拧；压榨；强迫 n.螺旋；螺丝钉；吝啬鬼 vi.转动，拧
472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473 sealing 1 ['si:liŋ] n.封闭，[机]密封；补铸件的漏洞；猎捕海豹业
474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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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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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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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 see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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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8 seem 3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479 seemed 1 [siːm] vi. 似乎；好像
480 self 6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481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82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476
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484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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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83

肖

side 3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487 sideways 1 ['saidweiz] adv.向侧面地；向一旁 adj.向侧面的；一旁的
488 silhouette 1 [,silu:'et, -lu-] n.轮廓，剪影 vt.使…照出影子来；使…仅仅显出轮廓 n.(Silhouette)人名；(法)西卢埃特
489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490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491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492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493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494 skewing 1 ['skju:iŋ] n.偏移 v.歪斜（skew的ing形式）
495 skittish 1 adj.（人或动物）不安的，易受惊的；难驾驭的 adj.（人）轻佻的，善变的
496 sky 1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497 slammed 1 adj.猛烈抨击的；猛砸的 v.猛烈抨击（slam的过去分词）；猛撞
498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499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486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mells 1 [smel] n. 气味；嗅觉；嗅 v. 嗅；闻；散发气味；有臭味；察觉
501 smog 10 [smɔg, smɔ:g] n.烟雾
502 smoke 3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503 so 1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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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4 software 1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505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506 some 5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500

>稍微

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508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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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9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510 sore 1 [sɔ:] adj.疼痛的，痛心的；剧烈的，极度的；恼火的，发怒的；厉害的，迫切的 n.溃疡，痛处；恨事，伤心事 n.(Sore)人
507

名；(法)索尔；(意)索雷

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512 special 2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5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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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1
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514

squads 1 n.（军队中的）班( squad的名词复数 ); （暗杀）小组; 体育运动的运动（代表）队; （对付某类犯罪活动的）警察队
伍

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516 standards 1 [s'tændədz] n.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.
517 st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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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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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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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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9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520 straight 6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518
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522 streets 1 [st'riːts] 街道
523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524 sucking 1 ['sʌkiŋ] adj.吸奶的；授乳的；尚未断奶的；乳臭未干的 v.吸入（suck的ing形式）
525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526 sweep 1 [swi:p] vt.扫除；猛拉；掸去 vi.扫，打扫；席卷；扫视；袭击 n.打扫，扫除；范围；全胜
527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528 tak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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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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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30 teaches 1 ['tiː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31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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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 technically 1 ['teknikli] adv.技术上；专门地；学术上；工艺上
534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535 teenager 1 ['ti:n,eidʒə] n.十几岁的青少年；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少年
536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529

拉伯)塔勒

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538 tesla 5 ['teslə] n.特斯拉（磁通量单位） n.(Tesla)人名；(英、捷、塞)特斯拉
539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540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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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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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542 thanksgiving 2 n.感恩
5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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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4 the 9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45 their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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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6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47 there 9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54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49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50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541
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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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3 this 22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554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55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56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57 throats 1 英 [θrəʊt] 美 [θroʊt] n. 嗓子；喉咙；颈部；嗓音 vt. 低语；压着嗓子说(唱)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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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9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560 time 3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551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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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1

to

6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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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63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56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565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66 topic 1 ['tɔpik] n.主题（等于theme）；题目；一般规则；总论
567 topped 1 选取肥畜 拔顶的
568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569 towers 1 ['taʊəz] n.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.
570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571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72 translated 3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573 trapped 1 [træpt] adj. 陷入困境的；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74 traversing 1 [træ'vɜːsɪŋ] n. 横渡；横越 动词traverse的现在分词.
575 trees 1 [triː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562

的复数形式

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577 trivia 2 ['triviə] n.琐事
578 truck 8 [trʌk] n.卡车；交易；手推车 vi.驾驶卡车；以物易物 vt.交易；以卡车运输 adj.（美）运货汽车的 n.(Truck)人名；(德)特
576

鲁克

trucks 3 [trʌk] n. 卡车；手推车；敞篷货车 n. 交易；交往；商品蔬菜；实物工资；<口>垃圾 v. 以卡车运 v. 交易；打交道
580 truly 2 ['tru:li] adv.真实地，不假；真诚地 n.(Truly)人名；(英)特鲁利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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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2 trying 3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583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584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585 turn 2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579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turning 2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587 twas 1 abbr.第三世界科学院（TheThirdWorldAcademyofSciences）
588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589 unidentified 7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90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91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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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2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93 updating 1 [ʌp'deɪtɪŋ] adj. 更新的 动词upd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594 ups 3 abbr. 不间断电源(=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) abbr. 联合包裹服务(=United Parcel Service)
595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596 us 8 pron.我们
597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598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59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600 ve 5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601 vehicle 1 ['viː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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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3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604 wading 1 ['weidiŋ] adj.涉水的 v.涉水（wade的ing形式）；艰难地通过
605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5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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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607 wa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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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8 want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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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9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610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11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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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2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613 we 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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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4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615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616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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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06

韦尔

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18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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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9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620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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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7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622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23 while 2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624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625 whoa 12 [hwəu] int.惊叹声；咳！
626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627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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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8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629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621

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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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1 without 2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632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633 wondering 1 ['wʌndəriŋ] adj.疑惑的；觉得奇怪的 v.想知道（wonder的ing形式）；惊奇
6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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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0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36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37 wraps 1 [ræp] v. 包；裹；覆盖；隐藏 n. 围巾；披肩；包装材料
638 wrong 2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635

人名；(英)朗

yards 1 [jɑːdz] n. 场地；码 名词yard的复数形式.
640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41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42 you 1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43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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