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2-01-21 词频表
the 8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of 5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 and 4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4 in 4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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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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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

to

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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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

it

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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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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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 he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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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is 1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0 bu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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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his 1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2 president 14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13 you 1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4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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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mo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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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7

以)莫雷
17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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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ome

thi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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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year 1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20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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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firs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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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22

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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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w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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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world 9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25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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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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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cnn 8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27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8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9 biden 7 n. 拜登(姓氏)
30 has 7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31 reef 7 [ri:f] n.暗礁；[地质]矿脉；收帆 vt.收帆；缩帆 vi.缩帆；收帆
32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33 would 7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34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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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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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coral 6 ['kɔ:rəl] n.珊瑚；珊瑚虫 adj.珊瑚的；珊瑚色的 n.(Cor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)科拉尔
37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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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 know 6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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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

On

6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40

out

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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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灭；驱逐

two 6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42 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43 an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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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45 gr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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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
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meters 5 英 ['miːtə(r)] 美 ['miː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47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48 office 5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49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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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 she 5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46

·威妥玛)
51

5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后）；
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than

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53 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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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55 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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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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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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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eep 4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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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61 g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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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6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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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豪斯

house

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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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 reefs 4 [riːf] n. 暗礁；矿脉 n. 缩帆部 v. 缩帆；卷起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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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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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alking 4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67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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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white 4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70 Afghanistan 3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71 barbiere 3 巴尔别雷
72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3 concerning 3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74 conference 3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75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76 d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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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6

土)达伊

discovery 3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78 divers 3 ['daivə:z] adj.不同种类的，各式各样的 n.(Divers)人名；(英)戴弗斯；(法)迪韦尔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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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oes 3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80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81 effort 3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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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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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
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figment 3 ['figmənt] n.虚构的事；臆造的事物
85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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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her 3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88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89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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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 jobs 3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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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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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nguage 3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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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5 located 3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96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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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热望
93

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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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99 news 3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100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01 ocean 3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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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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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97

西、土)奥韦尔

popcorn 3 ['pɔpkɔ:n] n.爆米花，爆玉米花
105 Rutherford 3 ['rʌðəfəd] n.卢瑟福（英国物理学家，化学家）
106 seco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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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04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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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 Tahiti 3 [tɑ:'hi:ti; tə-] n.塔希提岛（位于南太平洋，法属波利西亚的经济活动中心）
109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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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

的）售得金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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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 Ukraine 3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112 unesco 3 [ju:'neskəu] abbr.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itedNationsEducational，Scientific，andCulturalOrganization）
113 uniqu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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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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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 Wednesday 3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116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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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0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1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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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dministration 2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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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0 all 2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1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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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22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123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124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25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26 Belgium 2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127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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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
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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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 breathing 2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130 bucket 2 ['bʌkit] n.桶，水桶；铲斗；一桶的量 v.倾盆而下；颠簸着行进 n.(Bucket)人名；(德)布克特
131 buy 2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132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133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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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

的）食品罐头

case 2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135 condition 2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136 congress 2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137 correspondent 2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38 country 2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134

乐的

degree 2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140 depths 2 [depθs] n.深处；深渊
141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42 discovered 2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143 Disney 2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144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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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9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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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wns 2 [daunz] n.开阔的丘陵地；白垩山丘
146 easy 2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147 equipment 2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14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49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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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1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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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 French 2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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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4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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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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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

名；(英)海伊

hi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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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7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158 hour 2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159 infrastructure 2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160 invade 2 [in'veid] vt.侵略；侵袭；侵扰；涌入 vi.侵略；侵入；侵袭；侵犯
161 invasion 2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162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63 jeff 2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164 jennifer 2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1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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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166 leader 2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167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168 letters 2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169 ligh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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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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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line
17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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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173 million 2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174 millions 2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175 mission 2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176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177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178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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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0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181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182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83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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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86 pilot 2 ['pailət] n.飞行员；领航员 adj.试点的 v.驾驶；领航；试用 n.(Pilot)人名；(意、印)皮洛特；(法)皮洛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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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quite 2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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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191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192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193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172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195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196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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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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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 Tahitian 2 [tɑ:'hi:ʃən; tə-; -tiən] n.塔希提人（尤指该岛的波利尼西亚人） adj.塔希提岛的；塔希提语的；塔希提人的
199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200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201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202 trillion 2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203 trip 2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204 troops 2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205 ups 2 abbr. 不间断电源(=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) abbr. 联合包裹服务(=United Parcel Service)
206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207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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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1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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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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212 woman 2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213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214 zeleny 2 n. 泽莱尼
215 abroad 1 [ə'brɔ:d] adv.在国外；到海外 adj.往国外的 n.海外；异国
216 acknowledge 1 [ək'nɔlidʒ] vt.承认；答谢；报偿；告知已收到
217 acknowledged 1 [ək'nɔlidʒd] adj.公认的；被普遍认可的 v.承认；确认（acknowled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答谢
218 acknowledging 1 [ək'nɒlɪdʒɪŋ] adj. 确认的；承认的 动词acknowled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19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220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221 Afrikaans 1 [,æfri'kɑ:ns] n.南非的公用荷兰语 adj.南非荷兰语的；南非白人的
222 ahe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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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3 aircraft 1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224 airports 1 ['eəpɔːts] 机场
225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226 alphabet 1 n.字母表，字母系统；入门，初步 n.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，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，旨在使其当下主
210

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。

amazed 1 [ə'meizd] adj.惊奇的，吃惊的 v.使…吃惊；把…弄糊涂（amaze的过去分词）
228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229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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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1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232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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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3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34 apologies 1 英 [ə'pɒlədʒi] 美 [ə'pɑːlədʒi] n. 道歉；辩解；<口>勉强的代用品
235 apparatus 1 n.装置，设备；仪器；器官
236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237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238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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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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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241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242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243 Augus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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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

古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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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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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barrier 1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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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24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250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251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252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53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254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2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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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256 bills 1 [bɪls] n. 账单；纸钞；汇票；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.
257 bipartisan 1 [,baipɑ:ti'zæn, -'pɑ:tizən] adj.两党连立的；代表两党的
258 bluntly 1 ['blʌntli] adv.坦率地，直率地；迟钝地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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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55

匈)博特

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261 bubble 1 ['bʌbl] n.气泡，泡沫，泡状物；透明圆形罩，圆形顶 vi.沸腾，冒泡；发出气泡声 vt.使冒泡；滔滔不绝地说
262 buildup 1 ['bildʌp] n.增强；发展；形成；组合；树立名誉
263 burke 1 [bə:k] vt.秘密地除去；使人窒息而死 n.(Burke)人名；(德、俄、西、波)布尔克；(英)伯克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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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266 caused 1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267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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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60

钱斯

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270 charging 1 英 [tʃɑːdʒɪŋ] 美 ['tʃɑːdʒɪŋ] n. 充电；装料；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71 charities 1 ['tʃærəti] n. 慈善；宽厚；慈善机关(团体)；仁慈
272 claimed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273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274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275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276 commemorate 1 [kə'meməreit] vt.庆祝，纪念；成为…的纪念
277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278 complicated 1 ['kɔmplikeitid] adj.难懂的，复杂的
279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280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281 confusion 1 [kən'fju:ʒən] n.混淆，混乱；困惑
282 conservation 1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283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284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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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 controversial 1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287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88 corals 1 珊瑚
289 corn 1 [kɔ:n] n.（美）玉米；（英）谷物；[皮肤]鸡眼 vt.腌；使成颗粒 n.(Cor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科恩
290 corny 1 ['kɔ:ni] adj.谷类的；粗野的；陈腐的；乡下味的 n.(Corny)人名；(法)科尔尼；(英)科尼(男子教名Connor、Cornelius的昵
269

称)

corona 1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292 corrected 1 [kə'rektɪd] adj. 修正的；校正的 动词cor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93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294 cours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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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5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291

(法)库尔

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297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298 crossing 1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299 crown 1 [kraun] n.王冠；花冠；王权；顶点 vt.加冕；居…之顶；表彰；使圆满完成 n.(Crown)人名；(英)克朗
2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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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301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302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303 debates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304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305 deeper 1 ['diː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306 defeating 1 [dɪ'fiːt] n. 挫败；败北 vt. 战胜；击败；使...不能实现
307 defending 1 [dɪ'fend] v. 防守；防护；辩护
308 defensive 1 [di'fensiv] adj.自卫的；防御用的 n.防御；守势
309 defiant 1 [di'faiənt] adj.挑衅的；目中无人的，蔑视的；挑战的
310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311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312 depth 1 [depθ] n.[海洋]深度；深奥
313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314 destination 1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315 diameter 1 [dai'æmitə] n.直径
316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317 discover 1 [dis'kʌvə] vt.发现；发觉 vi.发现
318 diving 1 [daiviŋ] n.跳水，潜水 adj.跳水的，潜水的 v.跳水（dive的现在分词）；潜水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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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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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0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orchester 1 ['dɔ:tʃəstə] n.多尔切斯特（英国英格兰南部城市）
322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323 ear 1 [iə] n.耳朵；穗；听觉；倾听 vi.（美俚）听见；抽穗 n.(Ear)人名；(柬)伊
324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325 eBay 1 ['iːbeɪ] n. 电子湾（知名网上交易平台之一，国内的易趣网曾经是eBay在中国成立注册的全资子公司，故eBay常直接译作
321

易趣）

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327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328 ecosystem 1 ['i:kəu,sistəm, 'ekəu-] n.生态系统
329 ecosystems 1 生态系统
330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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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2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333 epcot 1 abbr. 明天的试验性原型社会(=Experimental Prototype Community of Tomorrow)
334 establishing 1 [ɪ'stæblɪʃ] v. 建立；确立；创办；安顿
335 evacuation 1 [i,vækju'eiʃən] n.疏散；撤离；排泄
336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337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338 examining 1 adj.审查的；考试的 v.检查；审讯；进行考试（examine的ing形式）
339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340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341 expedition 1 [,ekspi'diʃən] n.远征；探险队；迅速
342 expeditions 1 [ekspɪ'dɪʃnz] 探索
343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344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45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326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fewest 1 [fjuː] adj. 很少的；少数的；几个 pron. 少数 n. 少量
347 figured 1 ['figəd] adj.华丽的；有形状的；用图画表现的；有图案的 v.以图画或图表描绘；设想（fig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48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349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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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1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352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353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354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355 footing 1 ['futiŋ] n.基础；立足处；社会关系；合计 v.步行；在…上行走；总计（foot的ing形式）
356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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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46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359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360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361 funded 1 [fʌnd] n. 基金 vt. 资助；转为（长期贷款）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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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3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364 gear 1 [giə] n.齿轮；装置，工具；传动装置 vi.适合；搭上齿轮；开始工作 vt.开动；搭上齿轮；使……适合；使……准备好 adj.
358

好极了 n.(Gear)人名；(英)吉尔

giants 1 ['dʒaɪənts] n. 巨人；巨物；伟人 名词giant的复数形式.
366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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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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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65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370 grou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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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rounded 1 adj.理性的；理智的；接触地面的 v.停（ground的过去式）；触地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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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3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374 Guinness 1 ['ginis] n.吉尼斯黑啤酒（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）
375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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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71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377 hardest 1 ['hɑːdɪst] adv. 极难地 adj.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.
378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376
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helium 1 ['hi:liəm] n.[化学]氦（符号为He，2号元素）
380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381 highlighted 1 ['haɪlaɪtɪd] adj. 突出的 动词highligh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82 Hindi 1 ['hindi:] n.北印度语 adj.北印度的
383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384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385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386 imagination 1 [i,mædʒi'neiʃən] n.[心理]想象力；空想；幻想物
387 impeccable 1 [im'pekəbl] adj.无瑕疵的；没有缺点的
388 inauguration 1 [i,nɔ:gju'reiʃən] n.就职典礼；开始，开创；开幕式
389 incursion 1 [in'kə:ʃən] n.入侵；侵犯
3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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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dicate 1 ['indikeit] vt.表明；指出；预示；象征
391 indicates 1 ['ɪndɪkeɪt] v. 指示；象征；显示；暗示，预示 v. 表明；指明
392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393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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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vasions 1 n.武装入侵( invasion的名词复数 ); （尤指烦扰的）涌入; 侵犯; 干预
396 investigate 1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397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398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399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400 Jeremiah 1 [,dʒeri'maiə] n.耶利米（《圣经》故事人物）；耶利米书
401 jewel 1 ['dʒu:əl] n.宝石；珠宝 vt.镶以宝石；饰以珠宝
402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403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404 Julian 1 ['dʒu:liən] adj.凯撒的 n.朱利安（男子名）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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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06 kernel 1 ['kə:nəl] n.核心，要点；[计]内核；仁；麦粒，谷粒；精髓
407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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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09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410 landed 1 ['lændid] adj.拥有土地的；陆地上的 v.登陆，登岸（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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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2 larg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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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3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414 lasted 1 ['lɑːstɪd] adj.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15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395

(英、缅、柬)劳

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417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418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419 legislative 1 ['ledʒislətiv] adj.立法的；有立法权的 n.立法权；立法机构
420 legislatively 1 ['ledʒɪslətɪvlɪ] adv. 立法地
421 l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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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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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6

名；(法)勒韦尔

lie 1 [lai] vi.躺；说谎；位于；展现 vt.谎骗 n.谎言；位置 n.(Lie)人名；(罗、挪、瑞典)利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
424 listing 1 ['listiŋ] n.列表，清单 v.列表（list的现在分词） n.(Listing)人名；(德)利斯廷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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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6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427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428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429 lore 1 [lɔ:] n.知识；学问；全部传说；（动物的）眼光知识 n.(Lore)人名；(意)洛雷；(英)洛尔
430 l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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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3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4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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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433 mapped 1 ['mæpt] 动词m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4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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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4

1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
名；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marine

mascot 1 ['mæskət] n.吉祥物；福神（等于mascotte） n.(Mascot)人名；(法)马斯科
436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437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438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439 measuring 1 ['meʒəriŋ] n.测量；衡量 v.测量（measure的ing形式） adj.测量用的
440 micro 1 adj.极小的；基本的；微小的 n.<口>微型计算机；微处理器
441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442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443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444 minor 1 adj.未成年的；次要的；较小的；小调的；二流的 n.未成年人；小调；辅修科目 vi.辅修 n.(Minor)人名；(英)迈纳；
435

(德、法、波、俄)米诺尔

mixture 1 ['mikstʃə]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合剂
446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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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45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449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448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451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452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453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454 Nepali 1 [ni'pɔ:li; -'pɑ:-] n.尼泊尔语；尼泊尔人 adj.尼泊尔的
455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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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7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458 nuts 1 [nʌts] adj.发狂的；热衷的；狂热的 int.胡说；呸 n.坚果；螺母（nut的复数）；核心 v.采坚果；用头撞（nut的三单形式）
459 oceanic 1 ['əuʃi'ænik] adj.海洋的；海洋产出的；在海洋中生活的；广阔无垠的
460 oceans 1 ['əʊʃnz] n. 大洋
461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462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463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46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65 overhaul 1 [,əuvə'hɔ:l, 'əuvəhɔ:l] vt.分解检查，大修；追上并超过 n.彻底检修，详细检查
466 overseen 1 ['əuvə,si:ŋ] v.视察；监视（oversee的过去分词）
4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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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0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469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468
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passport 1 ['pɑ:spɔ:t, 'pæs-] n.护照，通行证；手段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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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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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3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474 photos 1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475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476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477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4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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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479 poll 1 [pəul] n.投票；民意测验；投票数；投票所 vt.投票；剪短；对…进行民意测验；获得选票 vi.投票 adj.无角的；剪过毛的；
478

修过枝的 n.(Poll)人名；(德、匈、罗、英)波尔

Polynesian 1 [,pɔli'ni:ziən; -ʒiən] adj.波利尼西亚的；波利尼西亚人的 n.波利尼西亚人
481 predicting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482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483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484 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485 pristine 1 adj.崭新的，清新的，干净的；未开发的，原始的
486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480
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488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489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490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491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492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493 purple 1 ['pə:pl] adj.紫色的；帝王的；华而不实的 n.紫色；紫袍 vi.变成紫色 vt.使成紫色
494 Putin 1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495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496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487

克

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498 raging 1 ['reidʒiŋ] adj.愤怒的，狂暴的 v.发怒，恼火（rage的现在分词）
499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500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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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2 reaching 1 [riː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503 rea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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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97

人名；(英)雷迪

reasons 1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505 rebreather 1 [reb'riːðə] 再生式氧气系统,呼吸器,换气器
506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504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cords 1 [rɪ'kɔː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508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509 released 1 [rɪ'liː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510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511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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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3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514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515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516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507
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rows 1 英 [rəʊz] 美 [roʊz] n. 行 名词row的复数形式.
518 rulers 1 ['ruːləz] 尺子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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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7

名；(英)拉什
520

Russia

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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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522 samples 1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523 sanctions 1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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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5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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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21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52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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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26
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30 scuba 1 ['sku:bə] n.水肺；水中呼吸器
531 seabed 1 ['si:bed] n.海底；海床
532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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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534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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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9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537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38 shallower 1 英 ['ʃæləʊ] 美 ['ʃæloʊ] adj. 浅的；薄的 n. 浅滩；浅处 v. 变浅
539 shaped 1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540 shortcomings 1 ['ʃɔːtkʌmɪŋz] n. 缺点 名词shortcoming的复数形式.
541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42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543 Siberia 1 [sai'biəriə] n.西伯利亚
544 sightseeing 1 ['saitsi:iŋ] n.观光；游览 adj.观光的；游览的 v.观光（sightsee的ing形式）；游览
545 sign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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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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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7 smaller 1 [s'mɔːlər] adj. 较小的
548 snack 1 [snæk] n.小吃，快餐；一份，部分 vi.吃快餐，吃点心
549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550 solo 1 ['səuləu] n.独奏；独唱；独奏曲 adj.独奏的；独唱的；单独的 vt.单人攀登；单独驾 vi.单独表演；放单飞 adv.单独地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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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2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553 sponsors 1 英 ['spɒnsə(r)] 美 ['spɑːnsər] n. 保证人；赞助者；发起者；主办者 v. 发起；赞助；倡议
554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555 staff 1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536
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556

1 [stɔ:k] n.（植物的）茎，秆；（支持叶子、果实和花的）梗，柄；追踪；高视阔步 vt.追踪，潜近；高视阔步 vi.高视阔步
地走；潜近，偷偷接近

stalk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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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8 starched 1 adj.僵硬的；拘泥刻板的；硬挺的 vi.给…上浆（starch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559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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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1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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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3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564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557

(德)施特鲁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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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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6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567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68 sup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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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9 supported 1 [sə'pɔː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70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571 surprising 1 [sə'praiziŋ] adj.令人惊讶的；意外的 v.使惊奇；意外发现（surprise的ing形式）
572 takeover 1 ['teik,əuvə] n.接管；验收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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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74 targets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ːr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575 task 1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576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577 teenage 1 ['ti:neidʒ] adj.青少年的；十几岁的 n.青少年时期
578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579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580 terrorist 1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581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582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583 theme 1 [θi:m] n.主题；主旋律；题目 adj.以奇想主题布置的
584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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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6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87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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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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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0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5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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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593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94 tough 1 [tʌf] adj.艰苦的，困难的；坚强的，不屈不挠的；坚韧的，牢固的；强壮的，结实的 n.恶棍 vt.坚持；忍受，忍耐 adv.
565
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
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596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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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8 treated 1 [triː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599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00 troubled 1 ['trʌbld] adj.动乱的，不安的；混乱的；困惑的
601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602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603 twilight 1 adj.黎明，黄昏；薄暮；衰退期；朦胧状态 n.黄昏；薄暮；衰退期；朦胧状态
604 unemployment 1 [,ʌnim'plɔimənt] n.失业；失业率；失业人数
605 unharmed 1 英 [ʌn'hɑːmd] 美 [ʌn'hɑːrmd] adj. 没有受伤的；无恙的
606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607 unofficial 1 [,ʌnə'fiʃəl] adj.非官方的；非正式的
608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09 us 1 pron.我们
610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611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5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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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613 vaccinations 1 接种
614 varies 1 ['veərɪz] 动词vary的第三人称单数一般现在时形式
615 various 1 ['vεəriəs] adj.各种各样的；多方面的
616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6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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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8 Vladimir 1 ['vlædimə] n.弗拉基米尔（古罗斯弗拉基米尔-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）
619 voters 1 ['vəʊtəz] 选民
620 voting 1 ['vəutiŋ] adj.投票的 n.投票；选举 v.投票（vote的ing形式）；选举
6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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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2 waited 1 [weɪt] v. 等；等待 n. 等待；等候
6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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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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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5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6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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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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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28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629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612
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631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632 weighted 1 ['weitid] adj.[数]加权的；加重的；衡量过的 v.加重量于…；重压（weight的过去分词）
6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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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30

韦尔

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35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636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637 whi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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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8 wishes 1 [wɪʃ] v. 希望；想要 n. 愿望；命令；渴望；祝颂（表达这个意思时，常用复数）
639 withdraw 1 [wið'drɔ:, wiθ-] vt.撤退；收回；撤消；拉开 vi.撤退；离开
640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641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642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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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4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645 youngest 1 ['jʌŋgist] n.最小的儿子；年纪最小的人 adj.最年轻的
646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47 yours 1 pron.你（们）的东西；你的责任[义务]；你的家属；来信，尊函 adj.你（们）的（东西）；信末署名前用语
648 Zara 1 ['zɑ:rɑ:; 'dzɑ:-] n.扎拉（南斯拉夫西部港市扎达尔）；西班牙一品牌
649 zero 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650 zone 1 [zəun] n.地带；地区；联防 vi.分成区 vt.使分成地带；环绕 n.(Zone)人名；(塞)佐内
6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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