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2-03-31 词汇表
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2 abou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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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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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5 additional 2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6 addressed 1 [ə'dresd] adj. 标记地址的 动词add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7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8 aerial 1 ['εəriəl] adj.空中的，航空的；空气的；空想的 n.[电讯]天线
9 affordable 1 [ə'fɔ:dəbl] adj.负担得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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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2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3 aid 2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14 air 4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15 airborne 1 ['εəbɔ:n] adj.[航]空运的；空气传播的；风媒的
16 aircraft 6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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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airpower 1 n.空军实力；制空权 n.（AirPower）无线充电板（苹果开发；也称AirPowerwirelesschargingmat）
19 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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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allie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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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allison 2 ['ælisən] n.艾利森（女子名）
22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23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4 alternatives 1 [ɔːl'tɜːnətɪvz] n. 其它选择；备选方案 名词alternative的复数形式.
25 aluminum 1 [ə'lju:minəm] n.铝
26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7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28 an 9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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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and 4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31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32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3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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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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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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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37 artillery 2 [ɑ:'tiləri] n.火炮；大炮；炮队；炮术
38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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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40 asking 2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41 asphalt 2 ['æsfælt] n.沥青；柏油 vt.以沥青铺 adj.用柏油铺成的
42 assistance 2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43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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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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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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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46 attempting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47 Austin 1 ['ɔ:stin] n.奥斯丁（人名）；英国制汽车牌名
48 awacs 3 ['eiwæks] abbr.机载空中警报控制系统（AirborneWarningAndControlSystem）；ATM无线接入通信系统
44

（ATMWirelessAccessCommunictionSystem）

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50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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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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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52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53 bases 1 ['beisi:z] n.基础（base的复数形式）；根据；主要成分 n.(Bases)人名；(西)巴塞斯
54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55 battle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56 be 1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7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58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59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60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61 begin 4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62 behind 2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63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64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65 bidding 1 ['bidiŋ] n.投标；出价；命令
66 biden 4 n. 拜登(姓氏)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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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bill 2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69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70 bird 6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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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7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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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luebird 1 ['blu:bə:d] n.蓝知更鸟（产于北美）
74 boards 1 ['bɔːdz] n. 护板；舞台 名词board的复数形式.
75 bombarding 1 ['bɒmbaːdɪŋ] n. 照射；辐射；曝光；轰击；射击；碰撞；炮击 adj. 爆炸的；碰撞的；急袭的 动词bombard的现在分
73

词形式.

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77 Bosnia 1 ['bɔzniə] n.波斯尼亚；波士尼亚
78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79 Braun 5 n.布劳恩（姓氏） n.博朗公司（传承德国工艺，其代表产品是博朗剃须刀。）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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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bro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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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bronk 8 n. 布朗克
83 budget 2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84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85 bu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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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87 buys 1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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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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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90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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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 calls 1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92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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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

的）食品罐头

cap 1 [kæp] n.盖；帽子 vi.脱帽致意 vt.覆盖；胜过；给…戴帽；加盖于 n.(Cap)人名；(法、德、罗)卡普；(塞、捷)察普
94 capacity 1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95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96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97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98 ceiling 1 ['si:liŋ] n.天花板；上限
99 ceilings 1 ['siːlɪŋz] 锅炉炉顶
100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101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102 checked 1 [tʃekt] adj.选中的；格子花纹的 v.检查（che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03 Cities 3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104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105 civilians 3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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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
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108 clip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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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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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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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11 colossal 1 [kə'lɔsəl] adj.巨大的；异常的，非常的
112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113 comba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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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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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0

梅

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116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117 committing 1 [kə'mɪtɪŋ] n. 委托；犯错误 动词comm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118 common 2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119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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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0 completed 1 [kəm'pliː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21 complex 3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122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123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124 concrete 1 [kən'kri:t, 'kɔnkri:t] adj.混凝土的；实在的，具体的；有形的 vi.凝结 vt.使凝固；用混凝土修筑 n.具体物；凝结物
125 conflict 2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126 confrontation 1 n.对抗；面对；对峙
127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128 construction 3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129 continually 2 [kən'tinjuəli] adv.不断地；频繁地
130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131 contributes 1 [kən'trɪbjuːt] vt. 捐助；投稿 vi. 投稿；贡献；是原因之一
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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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133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34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35 cos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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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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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costs 6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138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39 counter 1 [英 [ˈkaʊntə(r)] 美 [ˈkaʊntɚ] n.柜台；对立面；计数器；（某些棋盘游戏的）筹码 vt.反击，还击；反向移动，对着干；
132

反驳，回答 vi.逆向移动，对着干；反驳 adj.相反的 adv.反方向地；背道而驰地

counters 1 英 ['kaʊntə(r)] 美 ['kaʊntər] n. 柜台；筹码；计数器；反驳 adj. 相反的 adv. 与…相反地 v. 反对；反击
141 countertops 2 n.（厨房的）工作台面( countertop的名词复数 )
142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43 countr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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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

乐的

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145 cours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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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6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147 daily 2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148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149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150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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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44

土)达伊

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152 deadline 1 ['dedlain] n.截止期限，最后期限
153 defeating 1 [dɪ'fiːt] n. 挫败；败北 vt. 战胜；击败；使...不能实现
154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155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156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157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158 detect 1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15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60 direct 2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151

关系
161

do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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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do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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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3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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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165 dow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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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rag 1 [dræg] vt.拖累；拖拉；缓慢而吃力地行进 vi.拖曳；缓慢而吃力地行进 n.拖；拖累 n.(Drag)人名；(匈)德劳格
167 drastically 1 ['dræstikəli] adv.彻底地；激烈地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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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70 eagle 1 ['i:gl] n.鹰；鹰状标饰 n.(Eagle)人名；(英)伊格尔
171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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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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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

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electronic 1 adj.电子的 n.电子电路；电子器件
176 electronics 1 [,ilek'trɔniks] n.电子学；电子工业
177 elevator 3 ['eliveitə] n.电梯；升降机；升降舵；起卸机
178 elevators 1 ['elɪveɪtəz] 电梯
179 emails 1 ['iːmeɪlz] 邮件
180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181 enables 1 [ɪ'neɪbl] vt. 使能够；使可能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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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3 enforce 1 [in'fɔ:s] vt.实施，执行；强迫，强制
184 entered 1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85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186 equivalent 1 [i'kwivələnt] adj.等价的，相等的；同意义的 n.等价物，相等物
187 escalating 1 ['eskəleɪt] vt. 升级 vi. 升高；逐步升级
188 escalation 1 [,eskə'leiʃən] n.增加；扩大；逐步上升
189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190 estate 1 n.房地产；财产；身份
191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92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193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194 even 3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175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96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97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98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199 expensive 2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200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201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202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203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204 facto 1 ['fæktəu] adj.事实上的，实际上的
205 factors 2 英 ['fæktə(r)] 美 ['fæktər] n. 因素；因数；因子 vt. 把 ... 因素包括进去 vi. 作为因素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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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208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209 feel 3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210 fellow 1 ['feləu] n.家伙；朋友；同事；会员 adj.同伴的，同事的；同道的 vt.使…与另一个对等；使…与另一个匹敌 n.(Fellow)人
195

名；(英)费洛

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212 fighter 4 ['faitə] n.战士，斗争者；斗士；奋斗者；好战者
213 fighters 1 歼击机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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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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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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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xer 1 ['fiksə] n.固定器；[摄]定影剂；毒贩子；调停者
218 fixing 1 ['fiksiŋ] n.固定；安装；设备；修理 v.固定（fix的现在分词）
2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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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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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fly 24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222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223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24 for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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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 forces 2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226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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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9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s 1 ['fɔː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229 free 4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230 freely 1 ['fri:li] adv.自由地；免费地；大量地；慷慨地；直率地
231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32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233 garage 1 n.车库；汽车修理厂；飞机库 vt.把……送入车库；把（汽车）开进车库 n.（阿拉伯）贾拉杰（人名）
234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235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23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37 getting 3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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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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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 go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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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39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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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3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44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245 grasping 1 ['grɑ:spiŋ] adj.贪婪的；紧紧抓住的 v.理解，领会（grasp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抓紧，抓牢
246 Greenville 1 ['gri:nvil] n.格林维尔（美国城市）
247 had 2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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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41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250 has 7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251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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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253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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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4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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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

普

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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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57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58 hesitant 1 ['hezitənt] adj.迟疑的；踌躇的；犹豫不定的
259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260 hid 1 [hid] v.隐藏；遮蔽（hide的过去式）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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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

名；(英)海伊
262

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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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264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65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266 hom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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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omebuyer 1 英 ['həʊmbaɪə(r)] 美 ['hoʊmbaɪər] 购房者
268 homeowners 1 ['həʊməʊnəz] / n.；自己拥有住房者；(住自己房子的)私房屋主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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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7
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hoot 1 [hu:t] n.鸣响；嘲骂声；汽笛响声 vi.鸣响；大声叫嚣 vt.轰赶；呵斥 n.(Hoot)人名；(芬)霍特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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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2 hour 2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273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274 ho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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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

名；(英)豪斯

housing 2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276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77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278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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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80 impose 2 [im'pəuz] vi.利用；欺骗；施加影响 vt.强加；征税；以…欺骗
281 in 4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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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283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284 installing 1 [ɪns'tɔːlɪŋ] n. 安装；任命 动词install的现在分词形式.
285 instructors 1 [ɪnst'rʌktəz] 辅导员
286 intensifies 1 [ɪn'tensɪfaɪ] vt. 增强；强化；加剧
287 interdict 1 [,intə'dikt, 'intədikt] vt.阻断，封锁；禁止 n.禁令；禁止
288 internationally 1 [,intə'næʃənəli] adv.国际性地；在国际间
289 intervention 1 [,intə'venʃən] n.介入；调停；妨碍
290 into 3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291 introduce 1 [,intrə'dju:s] vt.介绍；引进；提出；采用
292 invasion 4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293 Iraq 1 [i'rɑ:k; i'ræk] n.伊拉克（西南亚国家）
294 is 2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95 it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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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2
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
informationtechnology

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97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298 jersey 2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299 jets 3 [dʒet] n. 喷气式飞机；喷口；喷射；喷气式发动机 v. 喷射；喷出；搭乘喷射式飞机
300 Joe 2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301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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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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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ustification 1 [,dʒʌstifi'keiʃən] n.理由；辩护；认为有理，认为正当；释罪
304 Justin 1 ['dʒʌstin] n.贾斯廷（男子名）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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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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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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7 kitchen 2 ['kitʃin] n.厨房；炊具；炊事人员 n.(Kitchen)人名；(英)基钦
308 labo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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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06

拉博

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310 la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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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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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1

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313 leaders 1 [liː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314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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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 le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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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7 Libya 1 ['libiə] n.埃及以西的北非地方古名；利比亚
318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312
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li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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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321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322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323 Lloyd 1 [lɔid] n.劳埃德（男子名）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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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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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326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327 Louisiana 1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328 lumber 2 ['lʌmbə] vi.伐木；喧闹地向前走；笨重地行动，缓慢地移动 vt.砍伐木材；乱堆 n.木材；废物，无用的杂物；隆隆声
329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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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331 mandated 1 ['mændeɪtɪd] adj. 委托统治的
332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33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325

威；进行曲

material 2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335 materials 3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336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337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38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339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340 McGrath 3 n. 麦格拉思
341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342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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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4 militarily 1 ['militərili, ,mili'tεərili] adv.在军事上；从军事角度；以武力；以军事行动
345 military 5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346 million 2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347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348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349 mockingbird 1 ['mɔkiŋbə:d] n.模仿鸟；嘲鸫属鸣禽；蓝嘲鸫（等于mockingthrush）
3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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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51 monitor 1 n.监视器；监听器；监控器；显示屏；班长 vt.监控
352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353 morale 1 [mɔ'rɑ:l, -'ræl] n.士气，斗志 n.(Morale)人名；(意、西)莫拉莱
354 mo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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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50

西、以)莫雷
355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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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unts 1 [maʊnt] v. 登上；爬上；装上；上升 n. 底板；爬上；支架；乘用马 n. 山；峰
357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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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8 multinational 1 [,mʌlti'næʃənəl] adj.跨国公司的；多国的 n.跨国公司
359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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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 narrative 1 ['nærətiv] n.叙述；故事；讲述 adj.叙事的，叙述的；叙事体的
362 nato 2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363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64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365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66 needed 2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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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68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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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0 newsletter 1 ['nju:z,letə] n.时事通讯
371 n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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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2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373 not 10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74 nothing 2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375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76 nuclear 1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377 obligated 1 英 ['ɒblɪɡeɪtɪd] 美 ['ɑːblɪɡeɪtɪd] adj. 有义务的，有责任的 v. 动词obligate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
378 of 3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79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80 offensive 1 [ə'fensiv] adj.攻击的；冒犯的；无礼的；讨厌的 n.攻势；攻击
381 O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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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6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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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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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4 operation 2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385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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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7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88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389 our 6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90 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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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2

灭；驱逐
391

over 1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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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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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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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wl 2 [aul] n.猫头鹰；枭；惯于晚上活动的人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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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6 package 2 ['pækidʒ] n.包，包裹；套装软件，[计]程序包 adj.一揽子的 vt.打包；将…包装
397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398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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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4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ipants 1 [pɑː'tɪsɪpənts] adj. 有份的；n
400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401 patrols 1 英 [pə'trəʊl] 美 [pə'troʊl] n. 巡逻；巡查 v. 巡逻；巡查
402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403 peacekeeping 1 ['pi:s,ki:piŋ] adj.维护和平的；执行停火协定的
404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05 percent 5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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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7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408 perspective 1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409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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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9

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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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12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411
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planes 1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414 plastics 1 ['plæstiks] n.塑料；整形外科；外科修补术
415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413

典)普莱

poi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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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7 police 2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418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419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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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1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422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423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424 pounding 1 ['pəundiŋ] n.重击；重击声 v.捣碎；向…猛打；重敲（pound的ing形式）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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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6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ractically 1 ['præktikəli] adv.实际地；几乎；事实上
427 pres 1 [pres; prez] abbr.主席，总统（President）
428 president 9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29 pressured 1 英 ['preʃə(r)] 美 ['preʃər] n. 压强；压力；压迫 v. 施压
430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431 prevents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432 preview 1 [pri:'vju:] n.预览；试映；事先查看 vt.预览；预演；事先查看
433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434 prices 3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435 primarily 1 ['praimərəli, prai'me-] adv.首先；主要地，根本上
436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437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4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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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439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440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441 pulling 1 ['pʊlɪŋ]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
442 punishing 1 ['pʌniʃiŋ] adj.严厉的；打击沉重的；精疲力尽的 v.惩罚；折磨（punish的ing形式）
443 purchasing 1 n.[贸易]采购（purchase的ing形式）；购买
444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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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8

形式）
446

put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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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utin 1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448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449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450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451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452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453 re 1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54 re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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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7

尔

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56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457 reasons 3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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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5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dfin 1 英 ['redfɪn] 美 ['redˌfɪn] n. [鱼]红鳍淡水■鱼
460 redoing 1 [ri:'du:] vt.重做；重新装饰 n.(Redo)人名；(法)雷多
461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462 refueling 1 [riːf'juːəlɪŋ] n. 加燃料；加油 动词refuel的现在分词形式.
463 refugees 1 难民
464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465 refuses 2 v.拒绝；抵制（refus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推辞 n.[环境]垃圾（refuse的复数）；[环境]废物
466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467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468 rent 2 [rent] n.租金 vt.出租；租用；租借 vi.租；出租 n.(Rent)人名；(瑞典)伦特
469 rents 1 [rent] n. 租金 v. 租用；出租 动词r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70 repeatedly 1 [rɪ'piː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471 reporter 8 [ri'pɔ:tə] n.记者
472 requested 1 [rɪ'kwestɪd] adj. 被请求的；必要的 动词requ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73 require 2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474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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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476 residential 1 [,rezi'denʃəl] adj.住宅的；与居住有关的
477 response 2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478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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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59

人名；(英)赖特
47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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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ising

roofing 1 ['ru:fiŋ] n.屋顶；盖屋顶；屋顶盖法 adj.屋顶用的 v.给…盖上顶；遮蔽（roof的ing形式）
481 rubber 1 n.橡胶；橡皮；合成橡胶；按摩师；避孕套 adj.橡胶制成的 vt.涂橡胶于；用橡胶制造 vi.扭转脖子看；好奇地引颈而
480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望 n.(Rubber)人名；(西)鲁韦尔
48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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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拉什

rush

rusi 1 鲁西
484 Russia 1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485 Russian 4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486 Russians 1 n. 俄罗斯人
487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488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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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3

拉伯)赛义德
489

save 2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491 say 1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490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93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94 scroll 1 [skrəul] n.卷轴，画卷；名册；卷形物 vi.成卷形 vt.使成卷形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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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92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497 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498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499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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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0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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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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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3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504 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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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6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ttled 1 ['setld] adj.稳定的；固定的 v.解决；定居（settle的过去分词）
507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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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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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

话·威妥玛)
510

1 ['ʃiŋglz] n.[皮肤]带状疱疹；木瓦；海滨卵石（shingle的复数） v.用木瓦覆盖…的屋顶；使…叠盖；锻压（shingle的第
三人称单数）

shingles

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512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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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11

肖

si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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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4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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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16 signing 1 ['sainiŋ] n.签署；签字 v.签字；写下；示意（sign的ing形式）
517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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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9 singing 1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520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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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22 sky 3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5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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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ate 1 [sleit] n.板岩；石板；蓝色；石片 vt.铺石板；严厉批评某人；计划 adj.板岩的；石板色的 n.(Slate)人名；(英)斯莱特
524 slightly 1 ['slaitli] adv.些微地，轻微地；纤细地
525 slowdown 1 ['sləudaun] n.减速；怠工；降低速度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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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7 so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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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8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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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3

>稍微

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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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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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2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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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3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534 spending 2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535 stainless 1 ['steinlis] adj.不锈的；纯洁的，未被玷污的；无瑕疵的
536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529
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538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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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9 steel 2 [sti:l] n.钢铁；钢制品；坚固 vt.钢化；使冷酷 adj.钢制的；钢铁业的；坚强的 n.(Steel)人名；(德)施特尔；(英)斯蒂尔
540 steve 3 [sti:v] n.史蒂夫（男子名）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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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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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3 strategy 1 ['strætidʒi] n.战略，策略
544 strikes 1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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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6 subscribed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547 superior 1 [sju:'piriə, sju:pə-] adj.上级的；优秀的，出众的；高傲的 n.上级，长官；优胜者，高手；长者
548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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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0 supported 1 [sə'pɔː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51 supports 1 [sə'pɔːts] n. 支持
552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553 surprising 1 [sə'praiziŋ] adj.令人惊讶的；意外的 v.使惊奇；意外发现（surprise的ing形式）
554 surveillance 1 [sə:'veiləns, sə-] n.监督；监视
555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556 suspect 1 [sə'spekt, 'sʌspekt] n.嫌疑犯 adj.可疑的；不可信的 vt.怀疑；猜想 vi.怀疑；猜想
557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558 tactical 1 ['tæktikəl] adj.战术的；策略的；善于策略的
559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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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7

的）售得金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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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1 tanker 1 ['tæŋkə] n.油轮；运油飞机；油槽车；坦克手 n.(Tanker)人名；(土)坦凯尔
562 tankers 2 ['tæŋkəz] 油船
563 tanking 2 ['tæŋkɪŋ] n. 地下室防水层 动词tank的现在分词形式.
564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565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566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567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5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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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rm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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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69 than 2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56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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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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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2 the 7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73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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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4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75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576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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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8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79 they 1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80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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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2 this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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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3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84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85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86 through 2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587 tight 1 [tait] adj.紧的；密封的；绷紧的；麻烦的；严厉的；没空的；吝啬的 adv.紧紧地；彻底地 n.(Tight)人名；(英)泰特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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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0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589

to

57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9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592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590

陶奇

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94 translated 1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59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96 troops 1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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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8 turning 2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599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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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1 typically 3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602 uh 1 [ʌn, ən] int.嗯啊 abbr.上半部分（upperhalf） n.(Uh)人名；(挪)乌赫
603 Ukraine 19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604 Ukrainian 6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605 ultimately 1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606 uncapped 1 ['ʌnkæpt] adj. 开盖的(未封管壳的) 动词unc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6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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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8 underneath 1 [,ʌndə'ni:θ] prep.在…的下面；在…的形式下；在…的支配下 adv.在下面；在底下 n.下面；底部 adj.下面的；底层
593

的

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610 unified 1 ['juːnɪfaɪd] adj. 统一的 动词un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11 uninvited 1 [ˌʌnɪn'vaɪtɪd] adj. 未被邀请的；未经请求的
6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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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613 unity 1 ['ju:niti] n.团结；一致；联合；个体 n.(Unity)人名；(英)尤妮蒂
614 unlikely 2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615 up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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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6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17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618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619 vanessa 1 [və'nesə] n.瓦内萨（女子名）
620 vast 1 [vɑ:st, væst] adj.广阔的；巨大的；大量的；巨额的 n.浩瀚；广阔无垠的空间 n.(Vast)人名；(法)瓦斯特
621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6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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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3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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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4 videotape 4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625 violate 1 ['vaiəleit] vt.违反；侵犯，妨碍；亵渎
626 visi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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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7 Vladimir 1 ['vlædimə] n.弗拉基米尔（古罗斯弗拉基米尔-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）
628 voice 2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629 volodymyr 3 弗拉基米尔
6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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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1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6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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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3 warn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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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4 wars 1 英 [wɔː(r)] 美 [wɔːr] n. 战争；斗争 v. 作战；斗争
635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636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37 w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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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8 wayward 1 ['weiwəd] adj.任性的；不规则的；刚愎的
639 w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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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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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41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642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643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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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12

韦尔

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45 we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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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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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7 w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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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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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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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0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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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653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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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5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649
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656

with

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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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58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659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657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661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662 would 8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63 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664 yeah 1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665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66 yesterday 2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667 you 1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68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69 zone 21 [zəun] n.地带；地区；联防 vi.分成区 vt.使分成地带；环绕 n.(Zone)人名；(塞)佐内
6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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