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2-01-31 词频表
the 9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4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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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通话·威妥玛)

and 3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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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3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5 in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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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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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hat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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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8 i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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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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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irlines 18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10 this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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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On 14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9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you 1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3 as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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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hav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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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united 1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16 by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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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8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9 blizzard 10 ['blizəd] n.暴风雪，大风雪；大打击 vi.下暴风雪 n.(Blizzard)人名；(英)布利泽德
20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1 pilots 10 ['paɪləts] n. 飞行员；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.
22 with 10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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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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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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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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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has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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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9 were 9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30 been 8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31 lik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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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3 one 8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34 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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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

灭；驱逐

re 8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36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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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about 7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35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conditions 7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39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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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identified 7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41 airline 6 ['εəlain] n.航空公司；航线 adj.航线的
42 all 6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43 clip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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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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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nt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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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la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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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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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ow 6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47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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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real 6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尔
49 snow 6 [snəu] n.雪，积雪；下雪 vi.降雪 vt.使纷纷落下；使变白 n.(Snow)人名；(英)斯诺
50 storm 6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46
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vide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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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 across 5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53 Bridges 5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54 city 5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55 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56 collapse 5 vi.倒塌；瓦解；暴跌 vt.使倒塌，使崩溃；使萎陷；折叠 n.倒塌；失败；衰竭
57 e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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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 eve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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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
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60 had 5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61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62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63 male 5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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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59

以)莫雷

northeast 5 [,nɔ:θ'i:st] adj.东北的；向东北的；来自东北的 n.东北 adv.向东北；来自东北
66 ov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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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5

土)奥韦尔

pilot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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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Pittsburgh 5 ['pitsbə:g] n.匹兹堡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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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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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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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72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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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hours 4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74 January 4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75 least 4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76 murder 4 ['mə:də] vt.谋杀，凶杀 n.谋杀，凶杀 vi.杀人，犯杀人罪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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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Pennsylvania 4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79 president 4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80 regional 4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81 Saturday 4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82 shortage 4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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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ir 4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84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85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86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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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87

weath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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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露天的；
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what 4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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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91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92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93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94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95 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96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97 biden 3 n. 拜登(姓氏)
98 blizzards 3 n.暴风雪( blizzard的名词复数 ); 暴风雪似的一阵，大量（或大批）
9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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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01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02 crows 3 英 [krəʊ] 美 [kroʊ] n. 乌鸦；啼叫；欢叫 v. 报晓；啼叫；欢叫；夸口；洋洋自得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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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90

土)达伊
104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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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wn

experience 3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106 fl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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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 Friday 3 ['fraidi] n.星期五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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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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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

普

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11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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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0

名；(英)海伊

hire 3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113 hour 3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114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15 inches 3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116 kirby 3 n.卡比（男子名）
117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18 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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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119

majo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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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21 Massachusetts 3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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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0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123

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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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y 3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125 per 3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126 problem 3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127 recor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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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4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128

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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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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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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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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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ough 3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132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133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134 winds 3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135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136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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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31
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ddress 2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139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40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141 alone 2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142 another 2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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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4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145 Arizona 2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146 association 2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147 Atlantic 2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14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149 be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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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0 black 2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138
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Boston 2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152 bridge 2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153 broke 2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154 cancelled 2 ['kænsəld] adj. 被取消的；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55 CEO 2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156 collapsed 2 [kə'læpzd] adj. 倒塌的
157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58 delta 2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159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60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161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62 entry 2 ['entri] n.进入；入口；条目；登记；报关手续；对土地的侵占
163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64 experiencing 2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165 far 2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166 faye 2 n. 费伊(人名)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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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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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

fire

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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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flights 2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170 flying 2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171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172 g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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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going 2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169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t 2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175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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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6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177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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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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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79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80 infrastructure 2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181 Joe 2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182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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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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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rgest 2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184 le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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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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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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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187 malarkey 2 [mə'lɑ:ki] n.胡说；故意歪曲的话 n.(Malarkey)人名；(英)马拉基
188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89 mid 2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190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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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1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192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193 morning 2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194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195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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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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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 occurred 2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99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200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20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202 Philadelphia 2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203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204 poor 2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205 program 2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186

程式
206

put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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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泰、缅)布

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208 roads 2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209 rus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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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

名；(英)拉什
210

said 2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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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伯)赛义德

saw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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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2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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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1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214 Scott 2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215 set 2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213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2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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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肖

sick 2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218 smaller 2 [s'mɔːlər] adj. 较小的
219 snowfall 2 ['snəufɔ:l] n.降雪；降雪量
220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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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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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2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223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217

的）售得金额

talked 2 [tɔː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225 tal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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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6 temperatures 2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227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228 train 2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229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230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231 us 2 pron.我们
232 visibility 2 [,vizi'biləti] n.能见度，可见性；能见距离；明显性
233 visit 2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234 warning 2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235 weekend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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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we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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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7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38 wi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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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24

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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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241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24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243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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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5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246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247 adella 1 阿代拉
248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49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250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251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252 air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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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3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2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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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25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56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57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258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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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 annually 1 ['ænjuəli]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
261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262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63 aside 1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264 aviate 1 ['eivieit] vi.飞行；驾驶飞机 vt.用飞机飞行
265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66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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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4
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barriers 1 ['bæriəz] 障碍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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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270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271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272 b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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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3 bipartisan 1 [,baipɑ:ti'zæn, -'pɑ:tizən] adj.两党连立的；代表两党的
274 blown 1 [bləun] adj.吹制的，吹出的；开花的，盛开的；喘气的 v.风吹（blow的过去分词） n.(Blown)人名；(英)布洛恩
275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267

博德

bonafide 1 n.诚意；善意
277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278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279 bruiting 1 [bruːt] vt. 散播
280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281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282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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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4 calls 1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285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286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287 carrier 1 ['kæriə] n.[化学]载体；运送者；带菌者；货架 n.(Carrier)人名；(英)卡里尔；(法)卡里耶
288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289 Casteel 1 n. 卡斯蒂尔
290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291 certification 1 [,sə:tifi'keiʃən] n.证明，保证；检定
292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293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294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295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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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7 chills 1 [tʃɪl] v. (使)变冷；(使)扫兴；[冶]冷淬 n. 寒冷；扫兴；寒心；着凉 adj. 冷淡的；寒冷的
298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299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2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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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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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clock 1 [klɔk] n.时钟；计时器 vt.记录；记时 vi.打卡；记录时间 n.(Clock)人名；(英)克洛克
302 cloud 1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
301

(法)克卢；(英)克劳德

clutch 1 [klʌtʃ] n.离合器；控制；手；紧急关头 vi.攫；企图抓住 vt.抓住；紧握 adj.没有手提带或背带的；紧要关头的
304 colder 1 英 [kəʊdə] 美 [koʊdə] adj. 更冷的 形容词cold的比较级形式.
305 collapses 1 [kə'læpsɪz] v. 倒塌，崩溃，瓦解，折叠（collaps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306 collective 1 [kə'lektiv] adj.集体的；共同的；集合的；集体主义的 n.集团；集合体；集合名词
307 Colorado 1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308 colts 1 ['kəʊlts] n. 驹皮
309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303
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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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1 complaints 1 [kəm'pleɪnts] n. 主诉，控诉，控告；疾病（名词complaint的复数形式）
312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313 compounded 1 [kɒm'paʊndɪd] adj. 复合的 动词compou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14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315 conclusions 1 [kənk'luːʒnz] 结论
316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317 confusion 1 [kən'fju:ʒən] n.混淆，混乱；困惑
318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319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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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21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322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323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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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0

乐的

creating 1 [kri'ː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325 creek 1 [kri:k] n.小溪；小湾
326 crew 1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327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328 crossing 1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329 daisy 1 ['deizi] n.雏菊；菊科植物；极好的东西 adj.极好的；上等的
330 Dakotas 1 n. 达科他人(语)
331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332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333 desert 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334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335 diago 1 迪亚戈
336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337 dig 1 [dig] vt.挖，掘；探究 vi.挖掘 n.戳，刺；挖苦 n.(Dig)人名；(罗)迪格
338 dipped 1 [dip] vt.浸，泡，蘸；舀取；把伸入 vi.浸；下降，下沉；倾斜；舀，掏 n.下沉，下降；倾斜；浸渍，蘸湿 n.(Dip)人
324

名；(尼)迪普

dirty 1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340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341 displace 1 [dis'pleis] vt.取代；置换；转移；把…免职；排水
342 disruptions 1 n.中断( disruption的名词复数 ); 分裂; 瓦解; 破坏
343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339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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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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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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345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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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4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oubled 1 ['dʌbld] adj. 两倍的；快步走的；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48 drift 1 [drift] n.漂流，漂移；趋势；漂流物 vi.漂流，漂移；漂泊 vt.使…漂流；使…受风吹积
349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350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351 Easter 1 ['i:stə] n.复活节
352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353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354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355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356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357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358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359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360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361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362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363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364 exemption 1 [ig'zempʃən] n.免除，豁免；免税
365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366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367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368 Fahrenheit 1 ['færəhait] adj.华氏温度计的；华氏的 n.华氏温度计；华氏温标
369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370 fascinating 1 ['fæsineitiŋ] adj.迷人的；吸引人的；使人神魂颠倒的 v.使…着迷；使…陶醉（fascinate的ing形式）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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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347

触摸

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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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4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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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 fix 1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377 fleets 1 [fliːt] n. 舰队；船队；机群 adj. 快速的；敏捷的；短暂的 vt. 使（时间）飞逝 vi. 疾飞；掠过；逐渐消失
378 flood 1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372

德

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380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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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79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383 fortunate 1 ['fɔ:tʃənit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；吉祥的；带来幸运的
384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385 freezing 1 ['fri:ziŋ] adj.冰冻的；严寒的；冷冻用的
386 frequented 1 ['friːkwənt] adj. 频繁的；经常的 vt. 常到；常去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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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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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389 furloughs 1 英 ['fɜːləʊ] 美 ['fɜːrloʊ] n. 休假；公休 v. 准……放假；（暂时）解雇
390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391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392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393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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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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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5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396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397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398 graduate 1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
394

的

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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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9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402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403 gusts 1 [ɡʌst] n. 突然一阵 n. 风味 vi. 猛吹
404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40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406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07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408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409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410 herd 1 [hə:d] n.兽群，畜群；放牧人 vi.成群，聚在一起 vt.放牧；使成群 n.(Herd)人名；(英、芬)赫德
411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412 hired 1 [haird] v.雇用（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；租用
413 h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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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4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415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416 holidays 1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417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401
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howling 1 ['hauliŋ] adj.咆哮的；极大的；哭哭啼啼的 n.啸鸣 v.咆哮（howl的ing形式）
419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420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418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ideas 1 观念
422 impacted 1 [im'pæktid] adj.压紧的；结实的；嵌入的；（人口）稠密的 v.装紧；挤满（impact的过去分词）
423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24 improvements 1 [ɪmp'ruːvmənts] 改进
425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426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427 inhaling 1 [ɪn'heɪlɪŋ] n. 吸气 动词inhal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28 inspected 1 [ɪn'spekt] v. 检查；视察
429 instructor 1 [in'strʌktə] n.指导书；教员；指导者
430 intervene 1 [,intə'vi:n] vi.干涉；调停；插入
431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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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ronically 1 [ai'rɔnikli] adv.讽刺地；说反话地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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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4 issued 1 ['ɪʃuː]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435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436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437 jet 1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438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439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440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432

拉博

landing 1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442 laser 1 ['leizə] n.激光 n.(Laser)人名；(德)拉泽
443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444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445 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446 lawsuits 1 n. 诉讼，法律诉讼；控诉（lawsuit的复数形式）
447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448 l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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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9 letting 1 ['letiŋ] n.出租；租金 v.让，允许（let的现在分词）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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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1

名；(法)勒韦尔

likelihood 1 ['laiklihud] n.可能性，可能
452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451

(俄)利涅

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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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5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456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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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8 lufthansa 1 n. (德国)汉莎航空公司
459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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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3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461 mandate 1 ['mændeit] n.授权；命令，指令；委托管理；受命进行的工作 vt.授权；托管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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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3 measurements 1 ['meʒəmənts] n. 尺寸 名词measurement的复数形式.
464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465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466 mile 1 [mail] n.英里；一英里赛跑；较大的距离 n.(Mile)人名；(塞、匈、法)米莱
467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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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8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469 Minnesota 1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470 mistake 1 [mi'steik] n.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t.弄错；误解 vi.弄错；误解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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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60
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473 monthly 1 ['mʌnθli] adj.每月的，每月一次的；有效期为一个月的 n.月刊 adv.每月，每月一次
47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475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4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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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ustard 1 ['mʌstəd] n.芥末；芥菜；深黄色；强烈的兴趣 n.(Mustard)人名；(英)马斯塔德
477 myrtle 1 ['mə:tl] n.桃金娘；桃金娘科植物 adj.桃金娘科的
478 mystery 1 [英 [ˈmɪstri] 美 [ˈmɪstəri]] n.秘密，谜；神秘，神秘的事物；推理小说，推理剧；常作mysteries秘技，秘诀
479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480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481 nbc 1 [ˌenbiː'siː] abbr.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(=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)
482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483 nest 1 [nest] n.巢，窝；安乐窝；温床 vt.筑巢；嵌套 vi.筑巢；找鸟巢 n.(Nest)人名；(德)内丝特；(英)内丝特(女子教名Agnes威尔
476

士语的昵称)

newest 1 [nuːɪst] adj. 最新的 形容词new的最高级形式.
48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486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487 noisy 1 adj..嘈杂的；喧闹的；聒噪的
488 nor 1 [nɔ:, 弱 nə] conj.也不；也不是 adv.也不；也没有 n.(Nor)人名；(中)挪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马来、俄)诺尔；(柬)诺
489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490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491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492 occlusion 1 [ə'klu:ʒən, ɔ-] n.闭塞；吸收；锢囚锋
493 occupying 1 英 ['ɒkjupaɪ] 美 ['ɑːkjupaɪ] vt. 占用；占领；从事；使忙碌；专心
494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95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496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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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8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499 originally 1 [ə'ridʒənəli] adv.最初，起初；本来
500 overused 1 英 [ˌəʊvə'juːz] 美 [ˌoʊvər'juːz] v. 过度使用 n. 过度使用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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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2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503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504 parcel 1 ['pɑ:sl] n.包裹，小包 vt.打包；捆扎 n.(Parcel)人名；(英)帕斯尔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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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4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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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8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509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510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511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506

莱斯

plague 1 [pleig] n.瘟疫；灾祸；麻烦；讨厌的人 vt.折磨；使苦恼；使得灾祸
513 pointers 1 n. 指极星
514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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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2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517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518 prone 1 [prəun] adj.俯卧的；有…倾向的，易于…的 n.(Prone)人名；(意、法)普罗内
519 queen 1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516

因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521 rated 1 ['reɪtɪd] adj. 额定的 动词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22 rating 1 ['reitiŋ] n.等级；等级评定；额定功率 v.对…评价（rate的ing形式） n.(Rating)人名；(德)拉廷
523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524 rebuild 1 [,ri:'bild, 'ri:,bild] vt.重建；改造，重新组装；复原 vi.重建
525 records 1 [rɪ'kɔː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526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527 refuse 1 [ri'fju:z, ri:-] n.垃圾；废物 vt.拒绝；不愿；抵制 vi.拒绝
528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529 repair 1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530 repelled 1 [rɪ'peld] adj. 击退的；排斥的 动词rep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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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2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533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534 responder 1 [ri'spɔndə] n.响应器；回答者
535 rhode 1 [rəud] n.罗德岛
536 righ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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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20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538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537

人名；(英)朗宁

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540 salaries 1 ['sæləri] n. 薪水 v. 给 ... 薪水
54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542 scare 1 [skεə] vt.惊吓；把…吓跑 vi.受惊 n.恐慌；惊吓；惊恐 adj.（美）骇人的
543 scarecrows 1 n.（竖在田里吓鸟的）稻草人( scarecrow的名词复数 ); <非正>邋遢的人，骨瘦如柴的人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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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45 scourging 1 英 [skɜːdʒ] 美 [skɜːrdʒ] n. 灾难；祸患；鞭子 vt 鞭笞；折磨；使痛苦；严惩.
546 seat 1 [si:t] n.座位；所在地；职位 vt.使…坐下；可容纳…的；使就职
547 seats 1 ['siː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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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39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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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0 seed 1 [si:d] n.种子；根据；精液；萌芽；子孙；原由 vt.播种；结实；成熟；去…籽 vi.播种；（植物）结实 n.(Seed)人名；(英)
549

锡德

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552 segment 1 ['segmənt, seg'ment, 'segment] vi.分割 n.段；部分 vt.分割
553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554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555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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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7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58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559 shattered 1 英 ['ʃætəd] 美 ['ʃætərd] adj. 疲惫不堪的；垮掉的；砸碎的 动词shat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60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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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1

话·威妥玛)

shortages 1 ['ʃɔːtɪdʒɪz] 缺陷
562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563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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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565 sights 1 [saɪts] n. 风景；名胜；瞄准器 名词sight的复数形式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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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67 signified 1 ['signifaid] n.所指；意指；受指 v.表明；预示（signify的过去分词）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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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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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0 skies 1 [skaiz] n.天空（sky的复数） v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；飞涨（sk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571 snowiest 1 英 ['snəʊi] 美 ['snoʊi] adj. 多雪的；被雪所覆盖著的；下雪的
5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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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3 sometime 1 ['sʌmtaim] adv.改天；来日；在某一时候 adj.以前的；某一时间的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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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5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576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5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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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8 spilled 1 [spɪl] v. 溢出；洒；使 ... 流出；泄漏 n. 溢出；流；木片；小杆
579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564

直角地

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81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58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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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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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4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585 strikes 1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586 string 1 n.线，弦，细绳；一串，一行
587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588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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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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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591 sunnyvale 1 ['sʌni,veil] n.森尼维耳市
592 swarming 1 ['swɔːmɪŋ] adj. 成群移动的；挤满的 动词swarm的现在分词形式.
593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594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595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596 TENS 1 十位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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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98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99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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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1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602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603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604 topic 1 ['tɔpik] n.主题（等于theme）；题目；一般规则；总论
605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606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07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608 treacherous 1 ['tretʃərəs] adj.奸诈的，叛逆的，背叛的；危险的；不牢靠的
609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5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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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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11 trillion 1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612 tri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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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14 tropical 1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615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6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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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7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618 tuition 1 [tju:'iʃən] n.学费；讲授
619 ultimately 1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620 underway 1 ['ʌndə'wei] adj.进行中的；起步的；航行中的 n.[公路]水底通道
621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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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2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23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62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625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626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627 vehicles 1 ['viː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6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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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9 victims 1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630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631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632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633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634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610
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6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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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6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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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9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640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641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42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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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35

芬)维德
644

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wind

wondering 1 ['wʌndəriŋ] adj.疑惑的；觉得奇怪的 v.想知道（wonder的ing形式）；惊奇
646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647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6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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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5
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50 wr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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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49

人名；(英)朗

Wyoming 1 [wai'əumiŋ] n.美国怀俄明州
652 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653 zero 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6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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