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2-02-03 词频表
the 7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o 5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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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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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5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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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

it

26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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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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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9 we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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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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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 1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2 bu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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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O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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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Russia 13 ['rʌʃə] n.俄罗斯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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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7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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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not 9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0 Ukraine 9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21 unidentified 9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22 al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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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an 8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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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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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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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space 8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27 there 8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28 you 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29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30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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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here 7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32 if 7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33 more 7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25

以)莫雷

se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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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some 7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>
34

稍微

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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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ward 7 [wɔ:d] n.病房；保卫；监视 vt.避开；保卫；守护 n.(Ward)人名；(英)沃德；(德、芬、瑞典、葡)瓦尔德
38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39 d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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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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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41 nato 6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42 n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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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4 says 6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5 w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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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 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47 female 5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48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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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49

international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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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SS 5 n. 工业标准规格
51 jobs 5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52 re 5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53 Russian 5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54 station 5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55 th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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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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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ose 5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7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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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 war 5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59 America 4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60 cabana 4 [kə'bɑ:nə] n.小屋；有凉台的屋子 n.(Cabana)人名；(葡、罗、法)卡巴纳；(西)卡瓦纳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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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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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European 4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63 forces 4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64 heavy 4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65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66 ju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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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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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le 4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68 nasa 4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69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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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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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7

土)奥韦尔

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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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74 translated 4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75 troops 4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76 Ukrainian 4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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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wa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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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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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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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82

allies

3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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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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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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86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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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border 3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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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0 concern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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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92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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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乡村音乐
83

的

defense 3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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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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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earth 3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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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fighting 3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98 gre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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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9 had 3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100 half 3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95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eade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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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03 invade 3 [in'veid] vt.侵略；侵袭；侵扰；涌入 vi.侵略；侵入；侵袭；侵犯
104 laboratory 3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105 le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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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6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07 million 3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108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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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near 3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110 nemo 3 ['ni:məu] n.现场转播节目 n.(Nemo)人名；(法)内莫
111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112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13 plans 3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114 poi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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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 quit 3 [kwit] vt.离开；放弃；停止；使…解除 vi.离开；辞职；停止 n.离开；[计]退出 adj.摆脱了…的；已经了结的 n.(Quit)人
101

名；(英)奎特
116

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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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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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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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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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7

的）售得金额

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121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122 us 3 pron.我们
123 weaponry 3 ['wepənri] n.兵器，武器（总称）
124 weapons 3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125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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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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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128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129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30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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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33 amazing 2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134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35 atta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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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6 available 2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137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38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39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140 br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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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142 clarissa 2 [klə'risə] n.克拉丽莎（女子名）
143 Connecticut 2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144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45 cover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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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46 despite 2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147 dozen 2 ['dʌzən] n.十二个，一打 adj.一打的
148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149 employers 2 [ɪmp'lɔɪəz] 用人单位
150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1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152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127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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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4 expect 2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155 fans 2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156 fro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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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7 frontlines 2 n.前线（frontline的复数形式）
158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59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60 go 2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153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al 2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162 helped 2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163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164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165 invasion 2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166 investment 2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167 itself 2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168 job 2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161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70 launches 2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1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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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ghts 2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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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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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75 mariupol 2 [,mɑ:ri:'u:pɔljə] n.马里乌波尔（苏联乌克兰东南部港市，日丹诺夫的旧称）
176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177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178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179 missiles 2 ['mɪsaɪlz] 导弹
180 mission 2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181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182 number 2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183 offensive 2 [ə'fensiv] adj.攻击的；冒犯的；无礼的；讨厌的 n.攻势；攻击
184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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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186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87 pacific 2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188 planet 2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189 prepared 2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190 pro 2 [prəu] adv.赞成地 n.赞成者；赞成的意见 prep.赞成 n.(Pro)人名；(意)普罗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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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71

(泰、缅)布

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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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92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ent 2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195 separatists 2 n.分离主义者，独立派( separatist的名词复数 )
196 soldiers 2 ['səuldʒə] n.[军]士兵；战士数量（soldier的复数）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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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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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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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200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201 threat 2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202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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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204 together 2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205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206 town 2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207 trouble 2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208 turned 2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209 ukrainians 2 乌克兰人
210 wasn 2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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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2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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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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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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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

2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king

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218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19 abandoned 1 [ə'bændənd] adj.被抛弃的；无约束的；恣意放荡的；寡廉鲜耻的 v.抛弃（aband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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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222 accomplished 1 [ə'kʌmpliʃt] adj.完成的；熟练的，有技巧的；有修养的；有学问的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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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17
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225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226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227 alarm 1 n.闹钟；警报，警告器；惊慌 vt.警告；使惊恐
228 alert 1 [ə'lə:t] vt.警告；使警觉，使意识到 adj.警惕的，警觉的；留心的 n.警戒，警惕；警报 n.(Alert)人名；(西)阿莱尔特
229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230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231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23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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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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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236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237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238 artist 1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239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240 assure 1 [ə'ʃuə] vt.保证；担保；使确信；弄清楚
241 astronauts 1 ['æstrənɔː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242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243 attract 1 [ə'trækt] vt.吸引；引起 vi.吸引；有吸引力
24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45 backed 1 [bækt] adj.有背的；有财力支持的 v.支持；使后退（back的过去分词）
246 Bali 1 ['bɑ:li] n.（印度尼西亚）巴厘岛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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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249 basis 1 ['beisis] n.基础；底部；主要成分；基本原则或原理
250 batman 1 n.蝙蝠侠
251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252 bedroom 1 ['bedru(:)m] n.卧室 adj.两性关系的；城郊住宅区的
253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254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255 bett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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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
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257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258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259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260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2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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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262 bob 1 [bɔb] n.短发；摆动；浮子；轻敲；悬挂的饰品 vt.剪短；敲击；使上下快速摆动 vi.上下跳动；振动 n.(Bob)人名；(英)鲍勃
261

(男子教名Robert的昵称)

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264 boots 1 [bu:ts] n.靴子（boot的复数）；（英）擦靴的仆役
265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266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267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268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269 can 1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263

的）食品罐头

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271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272 cardboard 1 ['kɑ:dbɔ:d] n.[纸]硬纸板；纸板箱；卡纸板 adj.不真实的；硬纸板制的
273 cares 1 n.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.
274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275 ceasefire 1 英 ['si:sfaiə(r)] 美 ['si:sfaiər] n. 停火；停战
276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270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278 checkpoints 1 [t'ʃekpɔɪnts] 动态检查点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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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0 childcare 1 英 ['tʃaɪldkeə(r)] 美 ['tʃaɪldker] n. 幼托
281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282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283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284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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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 combat 1 ['kɔmbæt, kəm'bæt] vt.反对；与…战斗 vi.战斗；搏斗 n.战斗；争论 adj.战斗的；为…斗争的 n.(Combat)人名；(法)孔巴
287 commanders 1 Commander Islands in the Bering Sea 白令海群岛军队司令官
288 commercial 1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289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290 computers 1 [kəm'pjuːt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291 conducting 1 [kən'dʌkt] n. 行为；举动；品行 v. 引导；指挥；管理 vt. 导电；传热
292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293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294 Conrad 1 ['kɔnræd] n.康拉德（男子名，等于Konrad）
295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296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297 contributor 1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298 cooperative 1 [kəu'ɔpərətiv] adj.合作的；合作社的 n.合作社
299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300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301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302 costing 1 ['kɔstiŋ] n.成本计算；生产费用 v.花费（cost的ing形式） n.(Costing)人名；(罗)科斯廷格
303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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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5 coveted 1 ['kʌvət] v. 觊觎；垂涎；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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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307 crash 1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306

自闯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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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9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310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311 crossing 1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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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

特
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313

cut

314

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316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315
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decides 1 [dɪ'saɪd] v. 决定；判断；断定
318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319 deemed 1 [diːm] v. 认为；视作
320 defend 1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321 denial 1 [di'naiəl] n.否认；拒绝；节制；背弃
322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323 deploying 1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324 deploys 1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325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326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327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328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329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330 disbelief 1 [,disbi'li:f] n.怀疑，不信
331 discarded 1 [dɪs'kɑːrdɪd] adj. 放弃的；删除的 动词discar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32 discoveries 1 [dɪ'skʌvəri] n. 发现；发现物
333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334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335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336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337 d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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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7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riv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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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39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340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341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342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343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344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345 enemy 1 ['enimi] n.敌人，仇敌；敌军 adj.敌人的，敌方的
346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347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348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349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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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351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352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353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354 exaggerating 1 [ɪɡ'zædʒəreɪt] vt. 夸张；夸大；对...言过其实 vi. 夸张；夸大其词
355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356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357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358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359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60 fabulous 1 ['fæbjuləs] adj.难以置信的；传说的，寓言中的；极好的
361 farthest 1 ['fɑ:ðist] adv.最远地（far的最高级）；最大程度地 adj.最远的；最久的（far的最高级）
362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363 filling 1 ['filiŋ] n.填充；填料 v.填满；遍及（fill的ing形式） n.(Filling)人名；(瑞典)菲林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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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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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6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367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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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 flippant 1 ['flipənt] adj.轻率的；嘴碎的；没礼貌的
370 floating 1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371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372 forget 1 [fə'gɛt] vt.忘记；忽略 vi.忘记 n.(Forget)人名；(法)福尔热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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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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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75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376 frozen 1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377 fu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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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4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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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79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380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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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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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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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78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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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5 Gotham 1 n.（英国传说中的）愚人村；哥谭市（美国纽约市的别称）
386 grandchildren 1 [ɡ'ræntʃɪldrən] n. 孙儿女们 名词grandchild的复数.
387 graphic 1 ['græfik] adj.形象的；图表的；绘画似的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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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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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391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392 guilford 1 n.(Guilford)人名；(英)吉尔福德
393 handful 1 ['hændful] n.少数；一把；棘手事
394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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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396 hatched 1 ['hætʃt] adj. 孵化的；[计算机]阴影线的 动词hat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97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398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399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395
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400

1 英 ['hɒləʊ] 美 ['hɑːloʊ] adj. 空的；空洞的；凹陷的；虚伪的；(声音)沉闷的 n. 山谷；洞；窟窿 vt. 挖空 vi. 形成空洞 adv.
完全地；彻底

hollowe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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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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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1

名；(英)豪斯

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404 imminent 1 ['iminənt] adj.即将来临的；迫近的
405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406 indigenous 1 [in'didʒinəs] adj.本土的；土著的；国产的；固有的
407 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408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409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410 instant 1 ['instənt] adj.立即的；紧急的；紧迫的 n.瞬间；立即；片刻
411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412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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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3 invades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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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15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416 javelin 1 ['dʒævlin] n.标枪，投枪 n.(Javelin)人名；(英)贾夫林
417 javelins 1 n.标枪( javelin的名词复数 )
418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419 joy 1 [dʒɔi] n.欢乐，快乐；乐趣；高兴 vi.欣喜，欢喜 vt.高兴，使快乐
420 judging 1 [dʒʌdʒɪŋ] n. 判决 动词jud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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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2 Kennedy 1 ['kenidi] n.肯尼迪（姓氏，美国第35任总统）
423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403
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425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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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24

拉博

laid 1 [leid] v.放；铺设；安排（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松弛的；从容不迫的 n.(Laid)人名；(瑞典)莱德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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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9 layers 1 ['leɪəs] n.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.
43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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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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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434 lightening 1 v.减轻（lighten的ing形式）；发光 n.孕腹轻松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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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27

(俄)利涅

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437 literally 1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438 livable 1 ['livəbl] adj.适于居住的；生活过得有价值的
4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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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440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441 location 1 [ləu'keiʃən] n.位置（形容词locational）；地点；外景拍摄场地
442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443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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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9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445

marched

1

英 [mɑːtʃ] 美 [mɑːrtʃ]

n. 行军；行进；游行示威；稳步前进；进行曲 v. 行进；前进；进发；使同行；游行示威 March n.

三月

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ːr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447 Mars 1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448 marvel 1 n.奇迹 vt.对…感到惊异 vi.感到惊讶 n.(Marvel)人名；(英)马弗尔；漫威漫画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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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0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451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452 microgravity 1 [,maikrəu'græviti] n.[生理]微重力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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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4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455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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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46
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monumental 1 [,mɔnju'mentəl] adj.不朽的；纪念碑的；非常的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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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57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60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459
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46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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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(姓)；(英)内姆

Natalya 1 纳塔利娅
463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46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465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466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46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468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469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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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1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472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473 occupied 1 ['ɔkjupaid] adj.已占用的；使用中的；无空闲的 v.占有（occupy的过去分词）
474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475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476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477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478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479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480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481 openings 1 ['əʊpənɪŋz] n. 开口；开始；职位空缺；机遇 名词opening的复数形式.
482 operates 1 英 ['ɒpəreɪt] 美 ['ɑːpəreɪt] v. 操作；运转；经营；动手术
4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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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484 orbiting 1 ['ɔː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485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486 osteoporosis 1 [,ɔstiəupə'rəusis] n.[外科]骨质疏松症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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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3

灭；驱逐

outs 1 [auts] n.未现赢张；付出的钱；输出
489 overarching 1 [,əuvə'rɑ:tʃiŋ] adj.首要的；支配一切的；包罗万象的 v.成拱形（overarch的ing形式）
490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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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8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ners 1 英 ['pɑːtnə(r)] 美 ['pɑːr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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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4 pathogens 1 ['pæθədʒəns] n. 病原体(物)
495 penguin 1 ['peŋgwin] n.企鹅；空军地勤人员
496 penguins 1 n. 企鹅；空军的行政人员；大海雀（penguin的复数）
497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498 pentagon 1 ['pentəgən] n.五角形
499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500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501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502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503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04 Poland 1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505 port 1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492
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portion 1 ['pɔ:ʃən, 'pəu-] n.部分；一份；命运 vt.分配；给…嫁妆
507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508 positioned 1 [pə'zɪʃənd] adj. 放置的 动词posi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09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510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511 pounds 1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512 powered 1 ['pauəd] adj.有动力装置的；以…为动力的 n.促进（powe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提供动力
513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51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515 pressured 1 英 ['preʃə(r)] 美 ['preʃər] n. 压强；压力；压迫 v. 施压
516 prett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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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17 principle 1 ['prinsəpl] n.原理，原则；主义，道义；本质，本义；根源，源泉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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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
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520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521 project 1 [英 [prəˈ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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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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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4 prospect 1 ['prɔspekt] n.前途；预期；景色 vi.勘探，找矿 vt.勘探，勘察
525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526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519

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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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528 reactions 1 英 [ri'ækʃənz] 美 [rɪ'ækʃənz] n. 反应（reaction的复数）
529 reacts 1 [ri'ækt] v. 反应；反攻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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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27

人名；(英)雷迪

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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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1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534 reef 1 [ri:f] n.暗礁；[地质]矿脉；收帆 vt.收帆；缩帆 vi.缩帆；收帆
535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536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533
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remnants 1 ['remnənts] 余料
538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539 remotely 1 adv.遥远地；偏僻地；（程度）极微地，极轻地
540 repeat 1 [ri'pi:t] vt.重复；复制；背诵 n.重复；副本 vi.重做；重复发生
541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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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3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544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545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546 resignations 1 n.辞职( resignation的名词复数 ); 辞职书; 顺从; 听从
547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548 ride 1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537
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549

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ght

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551 Robesonia 1 n. 罗伯索尼亚(在美国；西经 76º08' 北纬 40º21')
552 rocket 1 ['rɔkit] vi.飞驰，飞快地移动；迅速增加 n.火箭 vt.用火箭运载
553 Romania 1 [rəu'meinjə] n.罗马尼亚（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北部国家）
554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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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0

名；(英)拉什

salmonella 1 [,sælmə'nelə] n.沙门氏菌
557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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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6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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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60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61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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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58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564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565 seems 1 [siː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566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567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568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5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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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570 sergeant 1 ['sɑ:dʒənt] n.军士；警察小队长；海军陆战队中士；高等律师 n.(Sergeant)人名；(英)萨金特；(法)塞尔让
571 servicemen 1 ['sɜːvɪsmen] n. 技工(军人)
5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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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9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574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75 shelves 1 [ʃelvz] n.架子（shelf的复数） v.装架（shel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76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573

肖

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578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579 signal 1 n.信号；暗号；导火线 vt.标志；用信号通知；表示 adj.显著的；作为信号的 vi.发信号 n.(Signal)人名；(瑞典)西格纳尔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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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1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582 skyrocketed 1 英 ['skaɪrɒkɪt] 美 ['skaɪrɑːkɪt] n. 冲天火箭（烟火） vt. 使 ... 上升； 发射 vi. 陡升； 猛涨
583 smiles 1 [s'maɪlz] v. 微笑（动词smi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笑容（名词smile的复数形式）
584 sn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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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5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586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587 soviet 1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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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9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577

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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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1 stalls 1 [stɔːlz] pl. (剧场的)正厅前排座位；正厅前座区
592 stations 1 ['steɪʃn] n. 站；火车站；电视台；社会地位；牧羊场；驻地；岗位 v. 驻扎；安置
593 steady 1 ['stedi] adj.稳定的；不变的；沉着的 vi.稳固 vt.使稳定；稳固；使坚定 adv.稳定地；稳固地 n.关系固定的情侣；固定支
590

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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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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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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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7 strangers 1 [st'reɪndʒəz] n. 陌生人；外地人；新手（stranger的复数形式）
598 stream 1 [stri:m] n.溪流；流动；潮流；光线 vi.流；涌进；飘扬 vt.流出；涌出；使飘动
599 sunk 1 [sʌŋk] adj.凹陷的 vi.下沉（sink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600 supports 1 [sə'pɔːts] n. 支持
601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602 tal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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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3 tank 1 [tæŋk] n.坦克；水槽；池塘 vt.把…贮放在柜内；打败 vi.乘坦克行进 n.(Tank)人名；(德、土、阿塞、土库、挪)汤克
604 tanks 1 [tæks] n. 坦克 名词tank的复数形式.
605 task 1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606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607 terminating 1 ['tɜːmɪneɪtɪŋ] n. 终结 动词termin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6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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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09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610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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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12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613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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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61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61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617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618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19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620 treaty 1 ['tri:ti] n.条约，协议；谈判
621 trenches 1 [trentʃ] n. 沟；沟渠；战壕 v. 挖沟；侵占
62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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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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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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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627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628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629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614

形式）

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631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632 untranslated 1 [ʌntræns'leɪtɪd] n. 非翻译
633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34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635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636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637 villages 1 ['vilidʒəz] n. 村庄，村（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）；<大写>比利亚赫斯（姓氏）
638 voluntarily 1 ['vɔləntərili] adv.自动地；以自由意志
6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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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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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1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6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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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43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644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45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646 weighs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647 weiser 1 n. 韦泽
6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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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6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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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1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652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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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4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65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56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657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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