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2-02-14 词汇表
1

1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out

abundance 1 [ə'bʌndəns] n.充裕，丰富
3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2

符合；使适合

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5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6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7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8 addres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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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admit 1 [əd'mit] vt.承认；准许进入；可容纳 vi.承认；容许
10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1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2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4
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agonizing 1 ['ægənaiziŋ] adj.苦恼的；痛苦难忍的 vt.使极度痛苦；折磨（agonize的ing形式） vi.感到极度痛苦（agonize的ing形式）
14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15 aired 2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16 all 4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17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18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19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0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1 ambassador 1 [æm'bæsədə] n.大使；代表；使节
22 ambulance 1 ['æmbjuləns] n.[车辆][医]救护车；战时流动医院
23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4 American 6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25 ammunition 1 [,æmju'niʃən] n.弹药；军火 vt.装弹药于 vi.装弹药
26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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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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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anxious 1 ['ænkʃəs] adj.焦虑的；担忧的；渴望的；急切的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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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32 anytime 1 ['enitaim] adv.任何时候；无例外地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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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35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36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7 array 1 [ə'rei] n.数组，阵列；排列，列阵；大批，一系列；衣服 vt.排列，部署；打扮
38 artillery 1 [ɑ:'tiləri] n.火炮；大炮；炮队；炮术
39 as 4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40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41 assault 1 [ə'sɔ:lt] n.攻击；袭击 vt.攻击；袭击 vi.袭击；动武
42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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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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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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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thletes 5 ['æθliːts] 运动员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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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attempts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46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43

间色

azov 1 ['a:zɔf; 'a:zɔv] n.亚速海
48 back 3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4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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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lancing 1 ['bælənsɪŋ] n. 平衡；定零装置；平差 动词balance的现在分词.
50 ballistic 1 [bə'listik] adj.弹道的；射击的
51 balls 1 [bɔːl] n. 球；球状物；炮弹；舞会；愉快的经历；<口>胆量；胡说；（复）睾丸 v. 使成球状；呈球状；<俚>性交
52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3 became 4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5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55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56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57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8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59 Beijing 2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60 Belarus 2 n.白罗斯（白罗斯共和国，欧洲国家）
61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62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49

特

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64 biathlon 1 [bai'æθlən] n.冬季两项（越野滑雪射击比赛，冬奥会项目之一）
65 biden 3 n. 拜登(姓氏)
66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67 bike 1 [baik] n.自行车；脚踏车 vi.骑自行车（或摩托车） n.(Bike)人名；(土、土库、塞)比克
68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63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9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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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black

blames 1 [bleɪm] vt. 责备；把 ... 归咎于 n. 责备；过失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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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70

博德

boarder 1 ['bɔ:də] n.寄膳者；寄膳宿者；寄宿生
73 bobsledder 1 雪橇运动员
74 bogged 1 [bɒgd] adj. 陷入泥沼的；陷于困境的 动词bo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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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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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72

匈)博特
77

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breaking 2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79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80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81 bu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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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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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84 call 2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78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85

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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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care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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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8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89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90 catching 2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91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92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93 chair 1 [tʃεə] n.椅子；讲座；（会议的）主席位；大学教授的职位 vt.担任（会议的）主席；使…入座；使就任要职 n.(Chair)人
86

名；(法)谢尔

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95 chess 1 [tʃes] n.国际象棋，西洋棋 n.(Chess)人名；(英)切斯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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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98 chizhov 1 奇若夫
99 Chloe 1 ['kləui] n.克洛伊（女子名）
100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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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
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cling 1 [kliŋ] vi.坚持，墨守；紧贴；附着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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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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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

2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lose

cloudy 1 ['klaudi] adj.多云的；阴天的；愁容满面的
106 cnn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07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108 command 1 [kə'mɑ:nd] vi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 vt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；远望 n.指挥，控制；命令；司令部 n.(Command)人名；(法)
105

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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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0 compete 3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111 competitors 1 [kəm'petɪtəz] 竞争对手
112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113 conditions 4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114 confinement 1 [kən'fainmənt] n.限制；监禁；分娩
115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116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117 containment 1 n.包含；牵制；容量；密闭度；抑制,牵制；牵制[遏制]政策
118 contributor 1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119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120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21 corporation 1 n.公司；法人（团体）；社团；市政当局
122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23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24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25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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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

乐的

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127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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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eating 1 [kri'ː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129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130 curler 1 ['kə:lə] n.卷发的人；卷发夹子
131 cycling 1 ['saikliŋ] n.骑脚踏车消遣；骑脚踏车兜风
132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133 David 2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134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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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8

土)达伊

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136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137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138 deliver 1 [di'livə] vt.交付；发表；递送；释放；给予（打击）；给…接生 vi.实现；传送；履行；投递 n.投球
139 delivered 1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40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141 destroys 1 [dɪ'strɔɪ] v. 破坏；杀死；消灭；摧毁
142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143 diminished 1 [di'miniʃt] adj.减弱的；减退了的 v.减少；削弱（diminish的过去分词）
144 diplomatically 1 [,diplə'mætikəli] adv.在外交上；靠外交途径；圆滑地；婉转地
145 directly 1 [英 [dəˈ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146 disagreements 1 [dɪsəɡ'riːmənts] 分歧
147 discussed 2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48 disinfectant 1 [,disin'fektənt] n.消毒剂 adj.消毒的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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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5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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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151 does 4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152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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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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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0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15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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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wn

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157 Dreams 1 [driː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158 dude 1 n.男人，小伙子 n.(Dude)人名；(德、塞)杜德 n.（非正式）花花公子；纨绔子弟
159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160 dystopian 1 [dis'təupiən] adj.反面假想国的；反面乌托邦的 n.反面乌托邦的鼓吹者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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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163 educated 1 ['edju:keitid] adj.受过教育的；有教养的 v.训练；教导；培育（educat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164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165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166 embassy 1 ['embəsi] n.大使馆；大使馆全体人员
167 embracing 1 [ɪm'breɪs] v. 拥抱；包含；包围；接受；信奉 n. 拥抱
168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169 end 6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170 engagement 1 n.婚约；约会；交战；诺言 n.参与度（指用户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下载文档、观看视频、咨询等交互行为）
171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1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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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rin 1 ['iərin] n.爱尔兰
173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17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75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176 European 2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177 evacuated 1 [ɪ'vækjʊeɪtɪd] adj. 撤退的；疏散的 动词evacu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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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180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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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83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84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185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86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187 facility 1 [fə'siliti] n.设施；设备；容易；灵巧
188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179

(英)法克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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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90 false 1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191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192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193 fastest 1 ['fɑːstɪst] adj.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.
194 feats 1 ['fiːts] 功绩
195 featured 1 ['fi:tʃəd] adj.特定的；被作为特色的；有…的面貌特征的 v.使…有特色；起重要作用（feature的过去分词）
196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197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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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189

触摸

female 8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200 fifty 1 ['fifti] n.五十；五十个；编号为50的东西 adj.五十的；五十个的；众多的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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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 finally 2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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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fires 1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205 fir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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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tting 1 ['fitiŋ] n.装配，装置；试穿，试衣 adj.适合的，适宜的；相称的 n.(Fitting)人名；(英、德)菲廷
207 fixed 1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208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206
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foam 1 [fəum] n.泡沫；水沫；灭火泡沫 vi.起泡沫；吐白沫；起着泡沫流动 vt.使起泡沫；使成泡沫状物
210 for 2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11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212 forces 2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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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9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214

forth

1 [fɔ:θ] adv.向前，向外；自…以后 n.(Forth)人名；(德)福特；(英)福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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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216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217 freezes 1 [f'riːzɪz] 动词freez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218 friends 2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219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20 frontline 1 ['frʌntlain] n.前线；锋线（包括大前锋，小前锋，中锋）
221 frozen 2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222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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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ga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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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25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226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227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228 geography 1 [dʒi'ɔgrəfi] n.地理；地形
229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30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31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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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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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go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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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33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ld 4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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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7 grapes 1 [greɪps] n. 葡萄 名词grape的复数形式.
238 grou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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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u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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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 Guinness 2 ['ginis] n.吉尼斯黑啤酒（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）
241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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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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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39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244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245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246 happiest 1 ['hæpɪɪst] adj. 幸福的；快乐的 形容词happy的最高级.
247 happy 2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248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243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rdly 1 ['hɑ:dli] adv.几乎不，简直不；刚刚
250 harlowton 2 n. 哈洛顿(在美国；西经 109º50' 北纬 46º26')
251 has 5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252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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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3 hazmat 1 [hæzmæt] abbr.危险物料（hazardousmaterial）
254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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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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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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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257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2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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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259 heav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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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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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61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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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8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264 hi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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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65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266 his 7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67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268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263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p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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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 host 1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271 hotels 1 霍特尔斯
272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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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

名；(英)豪斯
274

1 [hʌg] vt.拥抱；紧抱；抱有，坚持 vi.拥抱；紧抱在一起；挤在一起 n.拥抱；紧抱；固执 n.(Hug)人名；(英)胡克；(法)于
格；(德、瑞典)胡格

hug

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276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277 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278 icy 1 ['aisi] adj.冰冷的；冷淡的；结满冰的
279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80 imagery 1 ['imidʒəri] n.像；意象；比喻；形象化
281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282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283 importantly 1 [im'pɔ:tntli] adv.重要地；大量地；有名望地；自命不凡地
284 in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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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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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audible 1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86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287 indicates 1 ['ɪndɪkeɪt] v. 指示；象征；显示；暗示，预示 v. 表明；指明
28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289 inhibit 1 [in'hibit] vt.抑制；禁止
290 initial 1 [i'niʃəl] adj.最初的；字首的 vt.用姓名的首字母签名 n.词首大写字母
291 insane 1 [in'sein] adj.疯狂的；精神病的；极愚蠢的
292 intelligence 1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293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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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4 invade 3 [in'veid] vt.侵略；侵袭；侵扰；涌入 vi.侵略；侵入；侵袭；侵犯
295 invasion 1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296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297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98 isolated 1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299 isolation 4 ['aisə'leiʃən] n.隔离；孤立；[电]绝缘；[化学]离析
300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301 it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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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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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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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formationtechnology

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303 Jackson 1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304 jacobellis 1 雅各贝利斯
305 jarl 2 [jɑ:l] n.贵族，首领 n.(Jarl)人名；(瑞典、挪)亚尔
306 jd 1 abbr.法学博士（JurumDoctor）；少年罪犯（JuvenileDelinquency）
307 job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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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2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e 2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309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308
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josh 2 [dʒɔʃ] vi.戏弄 vt.戏弄 n.玩笑 n.(Josh)人名；(英、印、巴基)乔希(男子教名Josiah的简称)
311 juggle 1 ['dʒʌgl] vi.玩杂耍；欺骗；歪曲 vt.歪曲；欺骗 n.玩戏法；欺骗
312 juggling 1 ['dʒʌgliŋ] adj.欺诈的；变戏法的；欺骗的 n.杂耍；欺骗（等于jugglery） v.玩杂耍（juggle的ing形式）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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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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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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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15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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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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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18 Lakes 1 [leiks] n.[地理]湖泊，湖畔；[涂料]色淀 n.(Lakes)人名；(德)拉克斯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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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 landscape 1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314
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321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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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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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st

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323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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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5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326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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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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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9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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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331 lindsey 1 n.林德赛（人名）
332 litt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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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3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322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3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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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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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6 luggage 1 ['lʌgidʒ] n.行李；皮箱
337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338 Magnus 2 ['mægnəs] n.马格纳斯力；鲁班结
339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335

因
3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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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

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342 making 4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3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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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

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

maneuver 1 [mə'nu:və] n.[军]机动；演习；策略；调遣 vi.[军]机动；演习；调遣；用计谋 vt.[军]机动；演习；用计；调遣
345 marathon 1 ['mærəθɔn] n.马拉松赛跑；耐力的考验 adj.马拉松式的；有耐力的 vi.参加马拉松赛跑
346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347 Marta 1 n.玛尔塔（姓氏名）
348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49 me 2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350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351 medal 1 ['medəl] n.勋章，奖章；纪念章 n.(Medal)人名；(西、捷)梅达尔
352 medalist 1 ['medlist] n.奖牌获得者
353 medals 1 abbr. 模数工程制图和程序库系统(=Modular Engineering Draughting and Library System)
354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355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356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357 might 3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358 mild 1 [maild] adj.温和的；轻微的；淡味的；文雅的；不含有害物质的的 n.（英国的一种）淡味麦芽啤酒 n.(Mild)人名；(瑞典)
344

米尔德；(德、捷、芬)米尔德

military 3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360 milley 1 米莱
361 miracle 1 ['mirəkl] n.奇迹，奇迹般的人或物；惊人的事例 n.(Miracle)人名；(英)米勒克尔；(意、西)米拉克莱
362 missiles 1 ['mɪsaɪlz] 导弹
363 modern 2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364 Montana 1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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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59

以)莫雷
36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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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st

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368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369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70 muc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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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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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2 nato 4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373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74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75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376 negative 1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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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379 nightmare 1 ['naitmεə] n.恶梦；梦魇般的经历 adj.可怕的；噩梦似的
380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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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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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2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383 Norway 1 ['nɔ:wei] n.挪威（北欧国家名）
384 Norwegian 2 [nɔ:'wi:dʒən] adj.挪威的；挪威语的；挪威人的 n.挪威语；挪威人
385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86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87 npr 1 abbr. 噪声功率比(=Noise Power Ratio) abbr. 原子核顺磁共振(=nuclear paramagnetic absorption) abbr.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
3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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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=national public radio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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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9 occupy 1 ['ɔkjupai] vt.占据，占领；居住；使忙碌
390 of 3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91 offensive 2 [ə'fensiv] adj.攻击的；冒犯的；无礼的；讨厌的 n.攻势；攻击
392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393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94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395 Olympian 5 [əu'limpiən] adj.威严的；奥林匹克竞赛的；奥林匹斯山的 n.奥运会选手
396 Olympic 9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397 olympics 5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398 On 10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
388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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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0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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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403 opt 1 [ɔpt] vi.选择
404 optimal 1 ['ɔptiməl] adj.最佳的；最理想的
405 or 2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406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07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40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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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9

灭；驱逐
4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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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土)奥韦尔

overwhelming 1 [,əuvə'hwelmiŋ] adj.压倒性的；势不可挡的 v.压倒；淹没（overwhelm的ing形式）；制服
412 packing 1 ['pækiŋ] n.包装；填充物 v.包装；装满；压紧（pack的ing形式）
413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414 paperwork 1 ['peipə,wə:k] n.文书工作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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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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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7 pcr 1 abbr. 聚合酶链反应(=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)
418 penalize 1 ['pi:nəlaiz] vt.处罚；处刑；使不利
419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420 personnel 1 [,pə:sə'nel] n.人事部门；全体人员 adj.人员的；有关人事的
421 phase 1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422 phone 2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423 pill 1 [pil] n.药丸；弹丸，子弹；口服避孕药 vt.把…制成丸剂；使服用药丸；抢劫，掠夺（古语） vi.做成药丸；服药丸 n.(Pill)
416

人名；(英)皮尔

ping 1 [piŋ] n.子弹飞过空中的声音；[电子]声脉冲 vi.发出撞击声；砰地发声 n.(Ping)人名；(英、加蓬)平
425 pipe 1 [paip] n.管；烟斗；笛 vi.吹笛；尖叫 vt.用管道输送；尖声唱；用管乐器演奏 n.(Pipe)人名；(匈)皮佩；(英)派普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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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27 Plains 1 [pleinz] n.平地，平原（plain的复数）
428 pl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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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9 planning 2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430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4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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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1

1 [pɔŋ] n.乒乓球；恶臭；难闻的气味 vi.发出难闻的气味 adj.乒乓的 n.(Po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榜；(柬)邦；(泰)蓬；
(中)庞(广东话·威妥玛)

pong

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433 positive 4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434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435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436 precaution 1 [pri'kɔ:ʃən] n.预防，警惕；预防措施 vt.警惕；预先警告
437 precisely 1 [pri'saisli] adv.精确地；恰恰
438 preparation 1 [,prepə'reiʃən] n.预备；准备
439 president 6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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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41 priority 1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442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443 prominent 1 ['prɔminənt] adj.突出的，显著的；杰出的；卓越的
444 promote 1 [prəu'məut] vt.促进；提升；推销；发扬 vi.成为王后或其他大于卒的子
445 publicity 1 [pʌb'lisiti] n.宣传，宣扬；公开；广告；注意
446 publishes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447 Putin 1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448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449 qualified 1 ['kwɔlifaid] adj.合格的；有资格的 v.限制（qualify的过去分词）；描述；授权予
450 quarantine 1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451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452 rand 1 [rænd] n.兰特（南非的货币单位）；边缘；垫皮，衬底（鞋后根与鞋底中间的） n.(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瑞典)兰德
453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432

于；来回走动

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55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456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57 reconnaissance 2 [ri'kɔnisəns] n.[军]侦察；勘测（等于reconnoissance）；搜索；事先考查
458 recor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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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4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cording 1 [ri'kɔ:diŋ] n.录音；唱片 adj.记录的；记录用的 v.录音；记录；录像（record的ing形式）
460 records 7 [rɪ'kɔː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461 recovered 1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62 repeatedly 1 [rɪ'piː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463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464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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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466 resolve 1 [ri'zɔlv] vt.决定；溶解；使…分解；决心要做… vi.解决；决心；分解 n.坚决；决定要做的事
467 review 1 [ri'vju:] n.回顾；复习；评论；检讨；检阅 vt.回顾；检查；复审 vi.回顾；复习功课；写评论
468 Rivers 1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469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470 rollercoaster 1 n.过山车
471 rolls 1 [rəulz] n.滚动（roll的复数）；面包卷；捆；卷轴；辊碎机 v.滚动；行驶；盘旋；辗；使左右摇晃；运转（roll的三单形
459

式）
472

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ruber 2 ['ruːbə] adj. 红的；红色的
474 ruining 1 ['ruːɪn] vt. 毁灭；毁坏；（使）破产；糟蹋，使（妇女）失去贞操 n. 毁灭；废墟；崩溃
4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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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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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朗宁

475

running

47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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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拉什

Russia 10 ['rʌʃə] n.俄罗斯
478 Russian 7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479 Russians 1 n. 俄罗斯人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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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

拉伯)赛义德

satellite 1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482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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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81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85 scenario 1 n.方案；情节；剧本；设想
486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87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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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84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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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1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492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493 selina 2 n.塞琳娜（女子名）
494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489

(英)西尼尔
49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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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tting 4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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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8 shape 2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499 shares 1 n.[金融]股份（share的复数形式） v.[计]共享，共有；分配（share的三单形式）
500 shaving 1 ['ʃeiviŋ] n.刮胡子，修面；削；刨花 v.修面，剃（shave的现在分词）
501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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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6

话·威妥玛)

shirts 1 ['ʃɜːts] 衬衫
503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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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02

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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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 skater 1 ['skeitə] n.溜冰者
507 skating 2 ['skeitiŋ] n.溜冰，滑冰 v.滑冰（skate的ing形式）
508 ski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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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09 skiing 1 ['ski:iŋ] n.滑雪运动；滑雪术 v.滑雪（ski的ing形式）
510 slim 1 [slim] adj.苗条的；修长的；微小的；差的 vt.使…体重减轻；使…苗条 vi.减轻体重；变细 n.(Slim)人名；(阿拉伯)萨利姆；
505

(英、西)斯利姆

slush 1 [slʌʃ] n.烂泥；污水；水泥砂浆；胡说八道 vt.溅湿；给…灌砂浆；给…上润滑油 vi.溅泼；在融雪中走
512 smell 1 [smel] vi.嗅，闻；有…气味 vt.嗅，闻；察觉到；发出…的气味 n.气味，嗅觉；臭味
513 sn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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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4 snowboarder 1 英 ['snəʊbɔːd] 美 ['snoʊbɔːrd] n. 滑雪板 vi. 用滑雪板
515 s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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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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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fia 2 ['səufiə; səu'fi:ə] n.索非亚（保加利亚首都）
517 some 6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516

>稍微

something 1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519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520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521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518
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523 staf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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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22
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524

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26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27 Stat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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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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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9 stem 1 [stem] n.干；茎；船首；血统 vt.阻止；除去…的茎；给…装柄 vi.阻止；起源于某事物；逆行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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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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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532 strict 1 [strikt] adj.严格的；绝对的；精确的；详细的
533 stuck 1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534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535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536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537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538 suits 1 [suːt] n. 套装；诉讼；请求 v. 适合；方便；满足
539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540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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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2 sustain 1 [sə'stein] vt.维持；支撑，承担；忍受；供养；证实
543 swallow 1 ['swɔləu] vt.忍受；吞没 vi.吞下；咽下 n.燕子；一次吞咽的量 n.(Swallow)人名；(英)斯沃洛
544 swampy 1 ['swɔmpi, 'swɔ:-] adj.沼泽的；湿地的；沼泽多的；松软的
545 Swedish 2 ['swi:diʃ] adj.瑞典的；瑞典语的；瑞典人的 n.瑞典语；瑞典人
546 table 2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547 tak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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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1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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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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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51 tanks 2 [tæks] n. 坦克 名词tank的复数形式.
552 targets 2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ːr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553 teammate 1 ['ti:mmeit] n.队友，同队队员
554 tell 2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548

拉伯)塔勒
555

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telling

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557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5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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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rrain 1 [te'rein, tə-, 'terein] n.[地理]地形，地势；领域；地带
559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560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5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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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62 tests 2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563 tha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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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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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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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6 the 7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67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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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8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69 themselves 2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570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571 theses 1 ['θi:si:z] n.论文；命题（thesis的复数）
572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73 things 4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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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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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6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77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78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579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580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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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2 time 3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564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iming 1 ['taimiŋ] n.定时；调速；时间选择 v.为…安排时间；测定…的时间（time的ing形式）
584 to 4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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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3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86 toilet 1 ['tɔilit] n.厕所，盥洗室；梳妆，打扮 vi.梳妆，打扮 vt.给…梳妆打扮
58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588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589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590 tracked 1 ['trækt] adj.有履带的 v.[计][电子]跟踪，追踪（track的过去式）
591 trai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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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2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93 trapped 1 [træpt] adj. 陷入困境的；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94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59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96 troops 2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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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8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599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600 twenty 1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601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602 Ukraine 11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5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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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krainian 5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604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6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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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6 unidentified 6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607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608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609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6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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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1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12 us 1 pron.我们
613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614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615 valentine 1 ['væləntain] n.情人；情人节礼物
616 vehicle 1 ['viː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617 vehicles 2 ['viː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618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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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9 victory 1 ['viktəri] n.胜利；成功；克服 n.(Victory)人名；(西)维多利；(英)维克托里
620 vide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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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1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622 village 2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623 Vincent 2 ['vinsənt] n.文森特（男名）
624 vitals 1 ['vaitəlz] n.命脉（vital的复数）；（人体的）重要器官；要害
625 Vladimir 2 ['vlædimə] n.弗拉基米尔（古罗斯弗拉基米尔-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）
626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
6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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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8 Wang 8 [wang] n.王（姓氏）；王安电脑公司
629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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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0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6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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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2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6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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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34 water 2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6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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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6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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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7 weakly 1 ['wi:kli] adv.虚弱地；无力地；软弱地；有病地 adj.虚弱的；软弱的 n.(Weakly)人名；(英)威克利
638 weaponry 1 ['wepənri] n.兵器，武器（总称）
639 weapon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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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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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3
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6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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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3 weekly 1 ['wi:kli] adj.每周的；周刊的；一周一次的 n.周刊 adv.每周一次；逐周
644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645 w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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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41

韦尔

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47 wester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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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8 wet 2 [wet] adj.[气象][物]潮湿的；有雨的 n.雨天；湿气 vt.弄湿 vi.变湿 n.(Wet)人名；(英、纳米、南非)韦特
6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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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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0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651 wheeled 2 [hwi:ld] adj.轮式的；有轮的 v.滚动；装轮子（wheel的过去分词）
6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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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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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4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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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6 whisked 1 [wɪsk] n. 拂；扫帚；毛掸子；搅拌器 v. 拂；迅速移动；搅拌
657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658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659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6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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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53

芬)维德

williamson 4 ['wiliəmsn] n.威廉姆森（姓氏名）
662 win 4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6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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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61

温特

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665 woman 4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666 women 3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667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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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9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670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71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672 would 6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73 wrap 1 [ræp] vt.包；缠绕；隐藏；掩护 vi.包起来；缠绕；穿外衣 n.外套；围巾
674 wrapping 1 ['ræpiŋ] n.包装纸，包装材料 adj.包装用的 v.裹住（wrap的ing形式）
675 wrenching 1 [renfʃɪŋ] adj. 折磨的 n. 修截苗根；苗木铲根 动词wren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676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77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78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679 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80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681 your 5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82 zhou 2 [dʒəu] n.周（中国姓氏）；周朝（中国古代王朝）
6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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