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2-04-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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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olished 1 英 [ə'bɒlɪʃ] 美 [ə'bɑːlɪʃ] vt. 废除；革除；消灭
3 about 6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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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符合；使适合

achieve 1 vt.取得；获得；实现；成功 vi.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现预期的结果，如愿以偿
6 achieved 1 [ə'tʃiːvd] adj. 获得的；达到的；实现的 动词achie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7 across 3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8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9 added 5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10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11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12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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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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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6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7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18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19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20 amy 2 ['eimi] n.艾米（女子名）
2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2 ancestors 1 ['ænsestəz] n. 祖先；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.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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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and 3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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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27 archives 1 ['a:kaivz] n.档案，档案室；案卷（archive的复数） v.把…收集归档；把…存档（archive的三单形式）
28 ar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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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30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31 aren 2 阿伦
32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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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at 9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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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35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36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37 averag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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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

间色

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39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38
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40

back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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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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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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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a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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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43 batter 1 ['bætə] n.击球手；（用鸡蛋、牛奶、面粉等调成的）糊状物；墙面的倾斜 vt.猛击；打坏；使向上倾斜 vi.接连猛击；向
41

上倾斜 n.(Batter)人名；(罗)巴特尔

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45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4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47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8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49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50 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1 beginning 2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52 being 4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53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54 believes 1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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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

特

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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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58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59 bloomberg 1 n. 彭博（通讯社名）
60 blubbering 1 v.[油脂]提取鲸脂；又哭又闹；哭诉（blubber的ing形式）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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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6

博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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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3 bureau 3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64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65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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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 buy 2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67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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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called 1 [kɔː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69 came 3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70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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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

的）食品罐头

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72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3 carnivore 2 ['kɑ:nivɔ:] n.[动]食肉动物；食虫植物
74 cats 1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71
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census 6 ['sensəs] vt.实施统计调查 n.人口普查，人口调查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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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75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78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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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 Christine 1 ['kristi:n] n.克莉丝汀（女子名）
81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82 climbed 1 [klaɪm] v. 攀登；爬；上升 n. 爬；攀爬处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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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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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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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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86 collaborate 1 [kə'læbəreit] vi.合作；勾结，通敌
87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88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89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90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91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92 conservation 3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93 conservationists 1 n.自然资源保护者，生态环境保护者( conservationist的名词复数 )
94 considered 2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95 constitution 1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96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97 consumer 1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98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99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00 core 1 [kɔ:] n.核心；要点；果心；[计]磁心 vt.挖...的核 n.(Core)人名；(英)科尔；(西、意)科雷
101 correspondent 2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02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103 cottage 1 n.小屋；村舍；（农舍式的）小别墅
104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05 count 1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
85

(人名)

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07 creature 1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108 crossing 1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109 customs 1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110 cute 1 [kju:t] adj.可爱的；漂亮的；聪明的，伶俐的
111 database 1 ['deitəbeis] n.数据库，资料库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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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06

土)达伊

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114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115 decade 2 ['dekeid] n.十年，十年期；十
116 decreased 1 [dɪ'kriː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117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118 defenders 3 [dɪ'fendəz] 后卫
119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120 dickman 4 n. 迪克曼
12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22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123 documents 2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124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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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25 door 2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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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3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127

dreaming

2 ['dri:miŋ] adj.有梦想的 v.做梦（dream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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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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 economics 1 [,i:kə'nɔmiks] n.经济学；国家的经济状况
130 economists 2 [ɪ'kɒnəmɪsts] 经济理论界
131 economy 5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132 edge 1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133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134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135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136 Elders 1 ['eldəz] n.长老；尊长（elder的复数） n.(Elders)人名；(英)埃尔德斯
137 elected 1 v.（进行）选举(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推举； 选择；决定（做某事）
138 employed 1 [ɪm'plɔɪd] adj. 被雇用的；使用的 动词empl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39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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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142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143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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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146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147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48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149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150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151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52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153 fact 2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154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155 family 2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156 February 4 ['februəri] n.二月
157 federally 1 ['fedərəli] adv.联邦地；联邦政府地；同盟地
158 fee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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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145

触摸
159

fell

2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161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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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3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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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166 first 4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160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lippers 1 [f'lɪpəz] n. (非鱼类海生动物的）鳍状肢；(用于游泳或潜水的)橡胶蹼 名词flipper的复数形式.
168 flux 1 [flʌks] n.[流][机]流量；变迁；不稳定；流出 vt.使熔融；用焊剂处理 vi.熔化；流出 n.(Flux)人名；(德)弗卢克斯；(英)弗勒
167

克斯

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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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69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171

forms

1 ['fɔː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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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173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74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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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6 funding 1 ['fʌndiŋ] n.提供资金；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.提供资金；积存（fund的ing形式）
177 gain 2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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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 gasoline 1 ['gæsəli:n] n.汽油
180 genealogical 1 [,dʒi:niə'lɔdʒikəl] adj.宗谱的；系谱的；家系的
181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82 gives 2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183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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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18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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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ing

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186 goo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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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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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89 grapple 1 ['græpl] vi.抓住；格斗；抓斗机 vt.抓住；与…格斗 n.抓住；格斗
190 grazing 1 ['greiziŋ] n.放牧；牧草 v.擦过；抓伤（graze的现在分词）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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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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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3 groceries 1 n.杂货；食品；生活用品
194 grove 1 [grəuv] n.小树林；果园
195 growth 2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196 guy 1 [gai] n.男人，家伙 vt.嘲弄，取笑 vi.逃跑 n.(Guy)人名；(西)吉；(法)居伊；(英)盖伊
197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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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99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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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85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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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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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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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headlines 1 ['hedlaɪn] n. 大字标题；新闻提要；头条新闻 v. 加标题于；宣扬；作主角
205 hearing 2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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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

普

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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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08 here 8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09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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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er 3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211 hi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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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2 hired 1 [haird] v.雇用（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；租用
213 hiring 1 ['haiəriŋ] n.雇用；租用 v.雇用（hire的ing形式）
214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15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2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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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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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6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2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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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home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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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 hopping 1 ['hɔpiŋ] adj.忙碌的；卖力的 n.跳跃 v.跳跃（hop的ing形式）；使…兴奋
221 household 1 adj.家庭的；日常的；王室的 n.全家人，一家人；(包括佣工在内的)家庭，户 n.(Household)人名；(英)豪斯霍尔德
222 households 1 ['haʊshəʊldz] 农户
223 hous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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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25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226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227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28 in 4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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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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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entives 1 [ɪn'sentɪvz] n. 激励某人做某事的事物；诱因；激励（名词incentive的复数形式）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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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1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232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233 inform 1 [in'fɔ:m] vt.通知；告诉；报告 vi.告发；告密
234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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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invaded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237 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38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239 i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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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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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41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242 job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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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bless 2 ['dʒɔblis] adj.失业的，无业的；（关于）失业者的 n.失业者
244 jobs 9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245 judgment 1 ['dʒʌdʒmənt] n.判断；裁判；判决书；辨别力
246 jumped 1 [dʒʌmp] n. 跳跃；跳动；上涨 v. 跳越；暴涨
247 ju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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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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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249 killer 1 ['kilə] n.杀手；致死；止痛药；宰杀的器具；断路器 n.(Killer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基勒
250 killing 4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248

名；(德)基林

killings 1 n.谋杀( killing的名词复数 ); 突然发大财，暴发
252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53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254 lab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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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51

拉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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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 landscapes 1 ['lændskeɪp] n. 风景；风景画；山水；[计]横向 v. 美化景观
257 la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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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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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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259 lates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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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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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258

名；(法)勒韦尔

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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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4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265 lion 7 ['laiən] n.狮子；名人；勇猛的人；社交场合的名流 n.(Lion)人名；(西、葡)利昂；(德、法、意、捷、瑞典)利翁；(英)莱昂
266 lions 6 [[ˈlaiənz] n.狮子（lion的复数）；雄狮；腰角 n.(Lions)人名；(法)利翁
267 lips 1 [lips] n.嘴唇（lip的复数） v.用嘴唇接触；轻轻说出（lip的三单形式） n.(Lips)人名；(德、法、荷)利普斯
268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269 literature 1 ['litərətʃə] n.文学；文献；文艺；著作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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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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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2 lived 3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273 livelihood 1 ['laivlihud] n.生计，生活；营生
274 livestock 3 ['laivstɔk] n.牲畜；家畜
275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276 long 3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26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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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278 look 4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277

(英)卢克

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280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281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27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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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3 lowest 3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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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 mailing 1 ['meiliŋ] n.邮寄；邮件；（苏格兰）农场租金 adj.邮递的 v.邮寄；给…装甲（mail的ing形式） n.(Mailing)人名；(捷)迈林
286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282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288 m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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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87
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290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91 marc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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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9

威；进行曲

margin 1 ['mɑ:dʒin] n.边缘；利润，余裕；页边的空白 vt.加边于；加旁注于 n.(Margin)人名；(俄、意)马尔金
293 market 4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294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295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296 measurement 1 ['meʒəmənt] n.测量；[计量]度量；尺寸；量度制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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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8 microfilms 1 ['maɪkrəʊfɪlmz] 缩微卡片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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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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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nnesota 1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301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302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303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04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305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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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00

以)莫雷

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307 mo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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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06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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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9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310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311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12 news 6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313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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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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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17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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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9 Numbers 6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320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21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322 of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23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24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325 officers 1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326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27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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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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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331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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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3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334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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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6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337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38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39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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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8

灭；驱逐
340

over 3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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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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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3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3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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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

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park 4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346 parking 1 ['pɑ:kiŋ] n.停车 adj.停车的 v.停车（park的ing形式） n.(Parking)人名；(英)帕金
347 par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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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5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y 2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349 pedestrian 1 [pi'destriən] adj.徒步的；缺乏想像力的 n.行人；步行者
350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51 perceive 1 [pə'si:v] vt.察觉，感觉；理解；认知 vi.感到，感知；认识到
352 percen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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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3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354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355 persistence 1 n.持续；固执；存留；坚持不懈；毅力
356 perspective 1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357 pet 1 [pet] n.宠物；生气；受宠爱的人 vt.宠爱 vi.生气；爱抚 adj.宠爱的 n.(Pet)人名；(俄)佩特；(柬)贝
358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348

典)皮克

pin 1 n.大头针，别针，针；栓；琐碎物 vt.钉住；压住；将……用针别住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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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9

莱斯
361

1 英 ['pɒkɪt] 美 ['pɑːkɪt] n. 口袋；袋子；球袋；钱；小块地方；在...掌握之中；保障金 adj. 小型的；孤立的；局部的 v.
装…在口袋里；私吞；击(球)落袋

pocket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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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3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364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365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366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367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368 preservation 1 [,prez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留
369 preserving 1 [prɪ'zɜːvɪŋ] adj. 保存的；保留的 动词preser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7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371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372 prices 4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373 pride 2 n.自豪；骄傲；自尊心；狮群 vt.使得意，以...自豪 vi.自豪 n.（Pride）人名；（英）普赖德
374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375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376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362

程式

projec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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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8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379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380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381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382 quarter 1 ['kwɔ:tə] n.四分之一；地区；季度；一刻钟；两角五分；节 vi.住宿；驻扎 vt.将…四等分；供某人住宿 num.四分之一
38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384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385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386 raises 1 ['reɪzɪz] n. 加薪；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.
387 rate 6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3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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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389 ratified 1 ['rætɪfaɪd] adj. 批准的；认可的 动词ra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90 re 6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391 really 7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392 recalls 1 [rɪ'kɔːl] n. 回忆；取消；召回 vt. 召回；恢复；回想起；唤起；与 ... 相似
393 records 2 [rɪ'kɔː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394 reduces 1 英 [rɪ'djuːs] 美 [rɪ'duːs] v. 减少；缩小；使落魄；简化；还原
395 reflected 1 [rɪ'flektɪd] adj. 反射的 动词ref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96 rehabilitation 1 ['ri:hə,bili'teiʃən] n.复原
397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398 rent 1 [rent] n.租金 vt.出租；租用；租借 vi.租；出租 n.(Rent)人名；(瑞典)伦特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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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0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401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402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403 revise 1 [ri'vaiz, 'ri:vaiz] vt.修正；复习；校订 vi.修订；校订；复习功课 n.修订；校订 n.(Revise)人名；(法)勒维斯
404 revised 1 [rɪ'vaɪzd] adj. 经过修订的；改进的
405 rewards 1 [rɪ'wɔːdz] n. 奖励 名词reward的复数形式.
406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388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408 ris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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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7

辛；(英)赖辛

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410 Romans 1 ['rəumənz] n.《罗马书》（《圣经·新约》中的一卷）
411 roof 1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412 rooftops 1 n.屋顶( rooftop的名词复数 )
413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4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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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uaha 3 n. 鲁阿哈(在坦桑尼亚；东经 36º31' 南纬 7º23')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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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4

名；(英)拉什

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417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418 safety 2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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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6

拉伯)赛义德
4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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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am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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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2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423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24 scanned 1 [skænd] adj. 扫描的 动词sc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25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26 screaming 1 ['skri:miŋ] adj.尖叫的；使人惊叹的；使人捧腹大笑的 n.尖叫声；啸声；振动 v.尖叫；大笑；呼啸着前进（scream的
421

ing形式）

seal 2 [si:l] n.密封；印章；海豹；封条；标志 vt.密封；盖章 vi.猎海豹 n.(Seal)人名；(英)西尔
428 sealed 1 [si:ld] adj.密封的；未知的 v.封闭；盖印（seal的过去分词）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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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27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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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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1 sentiment 1 ['sentimənt] n.感情，情绪；情操；观点；多愁善感
432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433 shap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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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4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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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0

话·威妥玛)

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436 show 2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435

肖

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438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439 sidelines 1 ['saɪdlaɪn] n. (球场)边线；副业；附带出售的商品 v. 使退出比赛；把…排挤在核心之外
440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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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2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443 slavery 1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444 snapshot 2 ['snæpʃɔt] n.快照，快相；急射，速射；简单印象 vt.给…拍快照 vi.拍快照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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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6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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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7

>稍微

somehow 1 adv.以某种方法；莫名其妙地
448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449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450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451 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52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453 steadily 1 ['stedili] adv.稳定地；稳固地；有规则地
454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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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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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o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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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6 streets 1 [st'riːts] 街道
457 strong 3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458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459 sunrise 1 ['sʌnraiz] n.日出；黎明 n.(Sunrise)人名；(德)松里泽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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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1 survey 1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462 swam 1 [swæm] v.游泳（swim的过去式）
463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455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en 3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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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6 Tanzania 2 [,tænzə'niə; ,tɑ:nzɑ:'ni:ɑ:] n.坦桑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467 task 1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468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469 tend 1 [tend] vi.趋向，倾向；照料，照顾 vt.照料，照管
470 tha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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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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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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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2 the 10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473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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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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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475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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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478 they 1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79 things 5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480 thi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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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1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482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483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484 throug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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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5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486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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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4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488 to 34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487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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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0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491 Tours 1 [tuə; tu:r] n.图尔斯（姓氏）；图尔市（法国城市名）
492 tracks 1 [t'ræks] n. 轨道；跑道；踪迹；小路；乐曲（名词track的复数） v. 追踪；跟踪（动词track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493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494 traditions 2 [trə'dɪʃnz] 传统
495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496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497 transformative 1 [træns'fɔ:mətiv, trænz-, trɑ:n-] adj.变化的，变形的；有改革能力的
498 translator 2 n.译者；翻译器
499 trend 1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500 tribal 1 ['traibəl] adj.部落的；种族的 n.(Tribal)人名；(法)特里巴尔
501 tribe 6 [traib] n.部落；族；宗族；一伙 n.(Tribe)人名；(英)特赖布
50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03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504 try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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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5 tumbling 1 ['tʌmbliŋ] n.翻筋斗；摔跤 adj.歪斜状的 v.跌倒；毁灭；被绊倒（tumble的ing形式）
506 typical 1 ['tipikəl] adj.典型的；特有的；象征性的
507 ugly 1 ['ʌgli] adj.丑陋的；邪恶的；令人厌恶的
508 Ukraine 1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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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0 unemployment 4 [,ʌnim'plɔimənt] n.失业；失业率；失业人数
511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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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3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14 uplifting 1 [ˌʌp'lɪftɪŋ] adj. 令人振奋的 动词uplift的现在分词形式.
515 upsides 1 [ʌp'saɪdz] adv. 半斤八两；对等
516 us 3 pron.我们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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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519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4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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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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1 vets 1 [vet] n. 兽医；老兵 vt. 诊疗；审查 vi. 作兽医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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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3 videotape 4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524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525 voice 2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526 vulnerable 1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527 wages 2 ['weɪdʒɪz] n. 工资；报酬；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；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.
528 waits 1 [weɪt] v. 等；等待 n. 等待；等候
529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530 wander 1 ['wɔndə] vi.徘徊；漫步；迷路；离题 vt.游荡，漫游 n.(Wander)人名；(英)万德(女子教名)
531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532 warriors 1 ['wɒriəz] 武士
533 was 1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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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35 washout 1 ['wɔʃaut, 'wɔ:ʃ-] n.冲刷；失败者
536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37 w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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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8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539 w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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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0 weir 7 [wiə] n.堰，坝；鱼梁（指拦截游鱼的枝条篱） n.(Weir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)魏尔；(英、爱)韦尔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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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20

韦尔

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543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44 whales 1 n.鲸鱼（whale的复数） v.捕鲸（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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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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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7 when 4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542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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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0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551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552 whose 2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553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554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548

匈)维尔德

wildlife 3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556 will 2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557 winding 1 ['waindiŋ] n.绕，缠；线圈；弯曲 adj.弯曲的，蜿蜒的；卷绕的 n.(Winding)人名；(英、德)温丁
558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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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0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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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5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562 wor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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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61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563

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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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4

worst

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
(英、德)沃斯特

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66 year 7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67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68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569 you 1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70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565
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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