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2-05-25 词汇表
Abbott 1 ['æbət] n.阿尔伯特（人名）；雅培（公司名）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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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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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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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6 accident 2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7 achieved 2 [ə'tʃiːvd] adj. 获得的；达到的；实现的 动词achie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8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9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10 acute 1 [ə'kju:t] adj.严重的，[医]急性的；敏锐的；激烈的；尖声的
11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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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14 advantage 1 [əd'vɑ:ntidʒ, əd'væn-] n.优势；利益；有利条件 vi.获利 vt.有利于；使处于优势
15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6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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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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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ally 1 [英 [ˈælaɪ] 美 [ˈælaɪ]] n.同盟国；伙伴；同盟者；助手 vt.使联盟；使联合 vi.联合；结盟 n.(Ally)人名；(巴基)阿利；(法)阿
4

利；(英)艾丽(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)；(尼日利)阿利

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1 ambulance 1 ['æmbjuləns] n.[车辆][医]救护车；战时流动医院
22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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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25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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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and 5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8 andt 1 安特
29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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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anyone 2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31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32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33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34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35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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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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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 ascent 1 [ə'sent] n.上升；上坡路；登高
39 at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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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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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41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42 auto 1 ['ɔ:təu] n.汽车（等于automobile）；自动 vi.乘汽车 n.(Auto)人名；(葡)奥托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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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44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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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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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lcony 1 ['bælkəni] n.阳台；包厢；戏院楼厅
46 ballot 1 ['bælət] n.投票；投票用纸；投票总数 vi.投票；抽签决定 vt.使投票表决；拉选票 n.(Ballot)人名；(英)巴洛特；(法)巴洛
47 ballots 2 ['bælət] n. 投票；投票用纸 vi. 投票
48 barely 1 ['bεəli] adv.仅仅，勉强；几乎不；公开地；贫乏地
49 Barkley 1 n.巴克利（姓氏名）
50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51 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53 beef 1 [bi:f] n.牛肉；肌肉；食用牛；牢骚 vi.抱怨，告发；发牢骚 vt.养；加强
54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55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56 begin 4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7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58 beneficiaries 1 英 [ˌbenɪ'fɪʃəri] 美 [ˌbenɪ'fɪʃieri] n. 受惠者；受益人
59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45
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61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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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64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65 bleak 1 [bli:k] adj.阴冷的；荒凉的，无遮蔽的；黯淡的，无希望的；冷酷的；单调的
66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67 bread 1 [bred] n.面包；生计 vt.在…上洒面包屑
68 brief 1 [bri:f] adj.简短的，简洁的；短暂的，草率的 n.摘要，简报；概要，诉书 vt.简报，摘要；作…的提要 n.(Brief)人名；(英)布
60

里夫

broke 2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70 bun 1 [bʌn] n.小圆面包 屁股 圆髻
71 burger 1 n.汉堡包 n.(Burger)人名；(西)布尔赫尔；(法)比尔热；(英)伯格；(德、罗、捷、塞、匈)布格尔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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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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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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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76 can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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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

的）食品罐头

candidate 1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78 candidates 2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79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8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1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82 caucus 2 n.干部会议；核心会议；党团会议 vi.召开干部会议；开核心会议
83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84 challenge 2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85 challenges 2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86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87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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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89 charity 2 ['tʃærəti] n.慈善；施舍；慈善团体；宽容；施舍物
90 cheeseburgers 3 n.夹干酪和碎牛肉的三明治，放有干酪的肉饼( cheeseburger的名词复数 )
91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92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93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94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95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96 climber 1 ['klaimə] n.登山者；攀缘植物；尽力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人
97 climbing 5 ['klaimiŋ] adj.上升的；攀缘而登的 n.攀登 v.爬（climb的ing形式）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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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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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100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99
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coaching 1 英 ['kəʊtʃɪŋ] 美 ['koʊtʃɪŋ] n. 训练；辅导 动词coach的现在分词.
102 coconut 1 ['kəukənʌt] n.椰子；椰子肉
103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104 Colombo 4 [kə'lʌmbəu] n.科伦坡（斯里兰卡首都）
105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106 c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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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
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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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08 commodities 1 英 [kə'mɒdəti] 美 [kə'mɑːdəti] n. 商品；日用品；有价值之物
109 communist 2 ['kɔmjunist] n.共产党员；共产主义者 adj.共产主义的
110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111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112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113 conquering 1 ['kɔŋkə] vt.战胜，征服；攻克，攻取 vi.胜利；得胜
114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115 cook 1 [kuk] vt.烹调，煮 vi.烹调，做菜 n.厨师，厨子 n.(Cook)人名；(英、印)库克
116 cooked 1 [kukt] adj.煮熟的 v.煮（cook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形式）
117 cooking 1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118 cooks 1 [kʊk] n. 厨师；炊事员 v. 烹调；烧煮；捏造；纂改(账目)
119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20 cord 3 [kɔ:d] n.绳索；束缚 vt.用绳子捆绑 n.(Cord)人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科德
121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22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123 coul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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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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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

乐的
126

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28 crevasse 1 [kri'væs] n.裂缝；破口，崩溃处
129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130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131 crutches 1 [krʌtʃ] n. 拐杖；支柱 v. 支撑
1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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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uba 6 ['kju:bə] n.古巴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133 Cubans 3 n.古巴人( Cuban的名词复数 )
134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135 day 3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1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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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138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136

西)迪尔

dealing 2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140 debt 1 [det] n.债务；借款；罪过
141 debts 1 ['dets] n. 债券 名词debt的复数形式.
142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143 decide 2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144 deciding 1 [di'saidiŋ] adj.决定性的；无疑的 v.决定（decide的现在分词）
145 defaulted 2 [dɪ'fɔːlt] n. 缺席；默认(值)；不履行责任 v. 拖欠；默认；不履行义务；缺席
146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147 delivery 1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148 democrats 1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149 determine 1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139
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151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152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53 dig 1 [dig] vt.挖，掘；探究 vi.挖掘 n.戳，刺；挖苦 n.(Dig)人名；(罗)迪格
154 ding 1 [diŋ] vi.响；执拗地讲 vt.反复地说给人家听 n.钟声 n.(D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缅)丁
155 disabled 1 [dis'eibld] adj.残废的，有缺陷的 v.使…失去能力（disable的过去分词）
156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157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158 diving 1 [daiviŋ] n.跳水，潜水 adj.跳水的，潜水的 v.跳水（dive的现在分词）；潜水
159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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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0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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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ing 3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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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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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0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ong 1 [dɔŋ] n.盾（越南货币单位） vt.打击；敲击 vi.发出铛铛的钟声 n.(Dong)人名；(中)董(普通话·威妥玛)
164 dow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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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3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rank 1 [dræŋk] v.喝；喝酒（drink的过去式）
166 Dreams 1 [driː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167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165

推进力；快车道

driver 1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169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170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71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172 eaten 1 [英 [ˈi:tn] 美 [ˈitn] v.吃（eat的过去分词）
173 economic 3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1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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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d 2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175 election 5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176 elections 1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177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178 elementary 1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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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0 endless 1 ['endlis] adj.无止境的；连续的；环状的；漫无目的的
181 enough 3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82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183 essential 1 [i'senʃəl] adj.基本的；必要的；本质的；精华的 n.本质；要素；要点；必需品
18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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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187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88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89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190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191 exodus 1 ['eksədəs] n.大批的离去
192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193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194 exponentially 1 [,ekspəu'nenʃəli] adv.以指数方式
195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196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186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feat 1 [fi:t] n.功绩，壮举；技艺表演 adj.合适的；灵巧的
198 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199 f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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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
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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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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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3 firewood 2 ['faiəwud] n.柴火；木柴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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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206 fl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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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08 food 3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209 for 1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10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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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5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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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14 four 4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215 freedoms 1 n. 自由；五大航权（freedom的复数）
216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217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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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uel 2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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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funds 1 [fʌndz] n.[会计]资金，现金（fund的复数）；基金 v.资助（fund的三单形式）；提供资金
221 g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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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2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23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224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25 give 3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226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227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228 go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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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20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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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1 goods 2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232 go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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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3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34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235 governors 1 调速器
236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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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7 greg 1 [greg] n.格雷格（男子名，等于Gregory）
238 guide 1 [gaid] n.指南；向导；入门书 vt.引导；带领；操纵 vi.担任向导 n.(Guide)人名；(法、葡)吉德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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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 ha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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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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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29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meed 1 哈米德
243 Hampshire 1 ['hæmpʃə] n.汉普郡（英国南部之一郡）
244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45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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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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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7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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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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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0 healing 1 ['hi:liŋ] adj.能治愈的 n.康复 v.治疗（heal的现在分词）
251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252 height 1 [hait] n.高地；高度；身高；顶点
253 Heights 1 n.高度（电影名）
254 helicopter 1 ['helikɔptə] n.[航]直升飞机 vi.[航]乘直升飞机 vt.由直升机运送
255 helicopters 1 ['helɪkɒptəz] n.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.
256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257 hemisphere 2 ['hemi,sfiə] n.半球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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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59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260 higher 3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261 highest 3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262 himal 5 Himalaya (Sanskrit Abode of Snow) (梵语)(雪之住所)
2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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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malayan 1 [,himə'leiən] adj.喜玛拉雅山脉的
264 himalayas 2 [,himə'leiəz] n.喜马拉雅山脉
265 his 10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66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267 holder 1 ['həuldə] n.持有人；所有人；固定器；（台、架等）支持物 n.(Holder)人名；(英、罗、瑞典、德)霍尔德
268 holds 2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269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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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ooked 1 [hukt] adj.钩状的；吸毒成瘾的；入迷的 v.用钩固定；捉住（hook的过去分词）
271 hop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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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273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74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275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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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78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279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277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husk 1 [hʌsk] n.皮；外壳；无价值之物 vt.削皮；以粗哑的嗓音说 vi.嗓音变得嘶哑
281 Iceland 1 ['aislənd] n.冰岛（欧洲岛名，在大西洋北部，近北极圈）
282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83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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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85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286 imposed 1 英 [ɪm'pəʊz] 美 [ɪm'poʊz] v. 强加；课征；强迫；征收(税款)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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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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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h 1 [intʃ] n.英寸；身高；少许 vt.使缓慢地移动 vi.慢慢前进 n.(Inch)人名；(英)英奇
289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290 incredibly 2 [in'kred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非常地
291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292 inflation 3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293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294 injury 2 ['indʒəri] n.伤害，损害；受伤处
295 intentional 1 [in'tenʃənəl] adj.故意的；蓄意的；策划的
296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297 Iowa 2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298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99 isla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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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0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301 i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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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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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303 itself 2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304 Jackson 11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305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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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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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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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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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us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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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9 kerosene 1 ['kerəsi:n] n.煤油，火油
310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311 Kilimanjaro 1 [,kilimən'dʒɑ:rəu] n.乞力马扎罗山（非洲最高峰）
312 killed 2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313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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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5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316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317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308

克；(匈)洛克

lake 1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319 Lanka 6 n.兰卡；楞伽
320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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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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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323 leaders 1 [liː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324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325 leaving 3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326 leftovers 1 英 ['leftəʊvə] 美 ['leftoʊvə] n. 剩余物；残羹剩菜 名词leftover的复数形式.
327 leopard 1 ['lepəd] n.豹；美洲豹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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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9 lesson 1 ['lesən] n.教训；课 vt.教训；上课
330 l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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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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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2

名；(法)勒韦尔

life 4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333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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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4 limbs 1 [lɪmz] n. 枝干；肢；翼 名词limb的复数形式.
335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332

(俄)利涅

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337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338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339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340 local 2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341 locked 1 [lɒkɪd] adj. 锁定的 动词l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42 lois 1 ['ləuis] n.洛伊斯（女子名）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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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6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344

look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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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(英)卢克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346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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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5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347

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348

lucky

2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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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350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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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9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352 makeup 1 ['meikʌp] n.化妆品；组成；补充；补考
353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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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5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356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357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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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9 meals 2 [miːlz] n.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.
360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361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362 medium 1 ['mi:diəm, -djəm] adj.中间的，中等的；半生熟的 n.方法；媒体；媒介；中间物
363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364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365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366 mentally 1 ['mentəli] adv.精神上，智力上；心理上
367 meters 3 英 ['miːtə(r)] 美 ['miː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368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369 midterm 3 ['midtə:m] adj.期中的；中间的 n.期中考试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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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 migrants 1 ['maɪɡrənts] 移民
372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373 millimetres 1 n.毫米( millimetre的名词复数 )
374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375 minus 2 ['mainəs] prep.减，减去 n.负号，减号；不足；负数 adj.减的；负的 n.(Minus)人名；(英)米纳斯
376 mom 3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377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378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379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380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381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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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51

以)莫雷

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383 morocco 1 [mə'rɔkəu] n.摩洛哥（非洲一国家名）；[皮革]摩洛哥皮革
384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382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tivated 1 ['məutiveitid] adj.有动机的；有积极性的 v.使产生动机；激发…的积极性（motiv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86 mount 2 vt.增加；爬上；使骑上马；安装，架置；镶嵌，嵌入；准备上演；成立（军队等） vi.爬；增加；上升 n.山峰；底
385

座；乘骑用马；攀，登；运载工具；底座 n.（英）芒特（人名） v.登上；骑上

mountain 8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388 mountaineering 2 [,maunti'niəriŋ] n.登山；登山运动；爬山 v.登山（mountaineer的ing形式）
389 Mountains 2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390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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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2 multiple 1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393 mustered 1 英 ['mʌstə(r)] 美 ['mʌstər] v. 集合；鼓起 n. 集合；检阅；集合人员；点名册
3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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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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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5 myself 2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396 Naples 1 ['neiplz] n.那不勒斯（意大利西南部港市）
397 nation 4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398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399 neared 1 英 [nɪə(r)] 美 [nɪr] adj. 近的；近似的；亲近的；吝啬的 adv. 在附近；不久以后；几乎；[罕]吝啬地 prep. 附近；接近；临
394

近；大约；(质量、大小等)相仿；濒临 v. 接近；靠近

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401 neck 1 [nek] n.脖子；衣领；海峡 vi.搂著脖子亲吻；变狭窄 vt.使变细；与…搂著脖子亲吻 n.(Neck)人名；(德、意、英)内克
402 Nepal 4 [ni'pɔ:l; -'pɑ:l] n.尼泊尔（亚洲国家）
403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40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405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40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407 nex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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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8 night 3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409 nights 1 [naits] n.夜；晚上（night的复数形式） adv.每晚；在夜间
410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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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1 northern 2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412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413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414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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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6 obviously 2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417 of 4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18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419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420 oil 2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421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422 olly 1 n.食鱼鸟“奥利”（2000年澳大利亚悉尼夏季奥运会吉祥物之一）
423 O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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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0

着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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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5 one 8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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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7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428 opposite 2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429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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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0 order 4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431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3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433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434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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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4

灭；驱逐

outages 1 n.（尤指电力的）断供期，断供( outage的名词复数 )
436 outdoors 1 ['aut'dɔ:z] adv.在户外 n.户外 adj.户外的（等于outdoor）
437 outlook 1 ['autluk, ,aut'luk] n.展望；观点；景色 vt.比……好看；用目光压倒 vi.朝外看
438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4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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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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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overturn 1 [,əuvə'tə:n, 'əuvətə:n] vt.推翻；倾覆；破坏 vi.推翻；倾覆 n.倾覆；周转；破灭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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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2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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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0

佩尔

paralyzed 2 ['pærəlaizd] adj.瘫痪的；麻痹的 v.使麻痹；使无力；使失去勇气（paralyze的过去分词）
445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446 penalties 1 ['penəlti] n. 处罚；惩罚；不利；罚球
447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48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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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9 perspective 1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450 petrol 1 ['petrəl] n.（英）汽油
451 pH 2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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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3 picking 1 ['pikiŋ] n.采摘；掘，撬开；采得物；赃物 v.采摘，挑选，挑惕（pick的ing形式）
454 pickle 1 ['pikl] n.泡菜；盐卤；腌制食品 vt.泡；腌制 n.(Pickle)人名；(英)皮克尔
455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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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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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58 placing 1 ['pleisiŋ] n.出售；铺设；得名次的人或物；私募资金 v.放置（place的ing形式）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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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0 player 1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461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457

茨

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463 pool 1 [pu:l] n.联营；撞球；水塘；共同资金 vi.联营，合伙经营 vt.合伙经营 n.(Pool)人名；(英、西)普尔；(芬、德)波尔
464 posed 1 英 [pəʊz] 美 [poʊz] v. 摆姿势；把...摆正位置；造成；提出；假装 n. 姿态；姿势；装腔作势
465 posts 1 英 [pəʊst] 美 [poʊst] n. 职位；邮件；标竿 v. 邮递；通知；布置；派遣；急行 adv. 快速地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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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2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owerfully 1 ['pauəfəli] adv.强大地；强烈地；非常
468 pragmatically 1 [præg'mætikəli] adv.讲究实效地；实用主义地
469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70 presidential 3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471 pressure 2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472 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473 primaries 2 [p'raɪmərɪz] n. 最主要者；主翼羽；[电]初级线圈；[天文]主行星；初选 名词primary的复数
474 primary 5 ['praiməri] adj.主要的；初级的；基本的 n.原色；最主要者
475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467
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477 produced 2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478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79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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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6

程式
481

protested

1

英 [prəʊ'testɪd] 美 [proʊ'testɪd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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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j. 抗拒的；反对的 动词prot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483 proving 1 ['pru:viŋ] v.证明；校对；发酵（prove的ing形式） n.证明；检查；校对 adj.检验的
484 pumps 1 ['pʌmps] n. 轻舞鞋 名词pump的复数形式.
485 put 2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482

(泰、缅)布

quest 1 [kwest] n.追求；寻找 vi.追求；寻找 vt.探索 n.(Quest)人名；(德)奎斯特
487 queues 1 [kjuː] n. 长队；行列；辫子 v. 排队
488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489 races 1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490 rainier 1 [rei'niə] n.雷尼尔山；赤阳苹果 n.(Rainier)人名；(英)雷尼尔；(法)兰尼埃
491 rajapaksa 1 拉贾帕克萨
492 rampant 1 ['ræmpənt] adj.猖獗的；蔓延的；狂暴的；奔放的 n.(Rampant)人名；(法)朗庞
493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494 r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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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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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6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497 reached 1 到达
498 reaching 1 [riː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499 realized 1 ['riːəlaɪz] vt. 实现；了解；意识到；变卖
500 realizing 1 ['riəlaiziŋ, 'ri:-] adj.明确无误的；清晰生动地 v.实现（realize的ing形式）
501 reasons 1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50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503 record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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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6
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505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506 recreate 1 ['rekrieit, -kri:-] vi.娱乐；消遣 vt.再创造；使得到娱乐/消遣
507 refuel 1 [,ri:'fjuəl] vt.补给燃料 vi.重新得到燃料
508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509 regret 1 [ri'gret] n.遗憾；抱歉；悲叹 vt.后悔；惋惜；哀悼 vi.感到后悔；感到抱歉
510 rehab 1 ['ri:hæb] n.修复（等于rehabilitation） vt.修复（等于rehabilitate）
511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512 rendered 1 ['rendəd] v. 提供；表现；使成为；宣布；翻译；回报；给予补偿（rende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
513 repeat 1 [ri'pi:t] vt.重复；复制；背诵 n.重复；副本 vi.重做；重复发生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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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5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516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517 republicans 1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518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519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520 resuscitated 1 [rɪ'sʌsɪteɪt] v. 使复活；使苏醒；使复兴 v. 恢复；复兴
521 retraining 1 [ˌriː'treɪnɪŋ] n. 再训练
522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523 rewarding 1 [ri'wɔ:diŋ] adj.有益的，值得的；有报酬的，报答的
524 rickshaw 1 ['rikʃɔ:] n.（等于ricksha）人力车；黄包车
525 rugby 1 ['rʌgbi] n.英式橄榄球；拉格比（英格兰中部的城市）
526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527 runaway 1 ['rʌnə,wei] adj.逃亡的；逃走的 n.逃跑；逃走的人
5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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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528

running

529

rush

530

said 3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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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拉伯)赛义德

5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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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nctions 1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533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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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32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cheduled 1 英 ['ʃedjuːl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35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36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537 season 4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538 seat 1 [si:t] n.座位；所在地；职位 vt.使…坐下；可容纳…的；使就职
539 seats 1 ['siː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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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34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542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543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544 senate 2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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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41

(英)西尼尔

sensation 1 [sen'seiʃən] n.感觉；轰动；感动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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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6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549 several 3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50 shaped 1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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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8

话·威妥玛)

shift 1 [ʃift] n.移动；变化；手段；轮班 vi.移动；转变；转换 vt.转移；改变；替换
553 shooter 1 ['ʃu:tə] n.射手；枪炮
554 shooting 1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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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6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557 shortages 6 ['ʃɔːtɪdʒɪz] 缺陷
558 shoulders 1 英 ['ʃəʊldəz] 美 ['ʃoʊldəz] n. 肩膀 名词shoulder的复数形式.
559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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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52

肖

sides 2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562 sights 1 [saɪts] n. 风景；名胜；瞄准器 名词sight的复数形式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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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4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565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566 slew 1 [slu:] n.回转；沼地；极多 vi.扭转；侧滑；转向；猛拐 vt.使扭转；使旋转 v.杀害（slay的过去式）
567 smartphones 1 [s'mɑːtfəʊnz] 智能手机
568 sn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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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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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nowdon 1 ['snəudən] n.斯诺登峰（英国威尔士西北部）
5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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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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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9

>稍微

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573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572

(姓)；(越)山

sorry 1 ['sɔ:ri, 'sɔ-] adj.遗憾的；对不起的，抱歉的 int.对不起，抱歉（表示委婉的拒绝等）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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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6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577 spent 2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578 spinal 3 ['spainəl] adj.脊髓的；脊柱的；针的；脊骨的；尖刺的 n.脊椎麻醉
579 spot 1 [spɔt] n.地点；斑点 vt.认出；弄脏；用灯光照射 vi.沾上污渍；满是斑点 adj.现场的；现货买卖的 adv.准确地；恰好
580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574
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581

Sri

6 [sri] n.斯里兰卡（SriLanka）；（拉）神圣罗马帝国（SacrumRomanumImperium） n.(Sri)人名；(印、柬、印尼、阿拉伯、马
来)斯里；(泰、老)西

stake 1 [steik] n.桩，棍子；赌注；火刑；奖金 vt.资助，支持；系…于桩上；把…押下打赌 vi.打赌 n.(Stake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克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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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82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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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5 started 2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86 starting 1 ['stɑːt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587 state 3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588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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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9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590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591 st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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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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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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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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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4 stove 3 [stəuv] n.火炉；窑；温室 vt.用火炉烤 n.(Stove)人名；(瑞典)斯托韦
595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592

(德)施特鲁克

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597 subtitle 6 ['sʌb,taitl] n.副标题；说明或对白的字幕 vt.在…上印字幕；给…加副标题
598 sud 2 abbr.突然意外死亡（suddenunexpected） n.(Sud)人名；(泰)戍
599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600 summit 2 ['sʌmit] n.顶点；最高级会议；最高阶层 adj.最高级的；政府首脑的
601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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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2 supports 1 [sə'pɔːts] n. 支持
603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604 suspected 1 英 [səs'pektɪd] 美 [sə'spektɪd] adj. 可疑的；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05 swimming 1 ['swimiŋ] n.游泳；目眩 adj.游泳的；游泳用的；善于游泳的；晕眩的 v.游泳；漂浮；旋转（swim的ing形式）
606 swing 1 [swiŋ] n.摇摆；摆动；秋千；音律；涨落 vi.摇摆；转向；悬挂；大摇大摆地行走 vt.使旋转；挥舞；悬挂 adj.旋转的；悬
596

挂的；强节奏爵士音乐的 n.(Sw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斯温
607

take 3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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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9 t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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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10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608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612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613 TENS 1 十位
614 tents 1 [tents] n. 旅游帐篷 名词tent的复数形式.
615 texas 6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616 tha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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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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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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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8 the 8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619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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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0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621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622 therapy 1 ['θerəpi] n.治疗，疗法
623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624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625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626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627 thirty 1 ['θə:ti] n.三十年代 num.三十 adj.三十个的
628 thi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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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9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630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631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632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633 three 6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6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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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5 thuban 2 右枢, 紫微右垣(天龙座α)
636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637 time 4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617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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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9 tip 1 vi.给小费；翻倒；倾覆 vt.给小费；倾斜；翻倒；装顶端 n.小费；尖端；小建议，小窍门；轻拍
640 to 4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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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8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4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64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643 topics 1 abbr. 总联机程序和信息控制系统( =Total On-line Program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System ) n. 话题，主题，题目（名词
641

topic的复数）

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645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646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647 tragedy 3 ['trædʒidi] n.悲剧；灾难；惨案
648 tragic 1 ['trædʒik] adj.悲剧的；悲痛的，不幸的
649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50 translator 1 n.译者；翻译器
651 trauma 1 ['trɔ:mə; 'trau-] n.[外科]创伤（由心理创伤造成精神上的异常）；外伤 n.(Trauma)人名；(西)特劳马
652 treated 1 [triː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65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54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6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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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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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y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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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7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658 turn 3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656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two 8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660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661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662 unwavering 1 [ʌn'weɪvərɪŋ] adj. 不动摇的；不犹豫的；坚定的
663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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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4 updated 2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65 us 2 pron.我们
666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667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66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669 Uvalde 1 n. 尤瓦尔迪(在美国；西经 99º49' 北纬 29º14')
670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671 Venezuela 1 [,veni'zweilə] n.委内瑞拉
672 vertical 1 adj.垂直的，直立的；[解剖]头顶的，顶点的；[植]纵长的，直上的 n.垂直线，垂直面；垂直位置
673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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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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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5 videotape 4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676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677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678 voters 1 ['vəʊtəz] 选民
679 voting 1 ['vəutiŋ] adj.投票的 n.投票；选举 v.投票（vote的ing形式）；选举
6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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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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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2 wante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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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3 warned 1 英 [wɔːn] 美 [wɔː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684 was 1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6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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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686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6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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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8 we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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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690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6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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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59

韦尔

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93 w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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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4 Wheeler 1 ['hwi:lə] n.车夫；辕马；车轮制造人 n.(Wheeler)人名；(英、葡、法、瑞典)惠勒
695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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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2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697 which 5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698 whittle 1 ['hwitl] vt.削；削减；切；削弱 vi.削；削木头；弄坏身体 n.屠刀 n.(Whittle)人名；(英)惠特尔
699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700 wickremesinghe 1 n. 维克勒马辛哈
6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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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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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芬)维德

wide

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703 will 5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704 wi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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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705 with 1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706 without 2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70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708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702
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709

worst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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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711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710

人名；(英)朗

yak 1 [jæk] n.牦牛 喋喋不休
713 yeah 1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714 year 1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715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716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717 you 1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718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7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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