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1-17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9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4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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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4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3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28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6 it 23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7 that 17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8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we 16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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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space 13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12 from 1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 a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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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fisher 10 ['fiʃə] n.渔夫；渔船；食鱼貂 n.(Fisher)人名；(法、俄、丹、德、瑞典、吉尔)菲舍尔；(英)费希尔

15 have 10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16 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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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re 9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18 been 9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9 cnn 9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20 into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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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on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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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3 border 8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24 out 8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25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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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up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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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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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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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ha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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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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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more 7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31 nasa 7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32 officials 7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3 station 7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34 them 7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5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6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7 astronaut 6 ['æstrənɔ:t] n.宇航员，航天员；太空旅行者

38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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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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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ISS 6 n. 工业标准规格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41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42 migrants 6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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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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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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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8 clip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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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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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few 5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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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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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kelly 5 ['keli] n.黄绿色，鲜绿色

52 male 5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53 mission 5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54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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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55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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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57 Poland 5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
58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9 stat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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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unidentified 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61 video 5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62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63 all 4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64 Belarus 4 n.白罗斯（白罗斯共和国，欧洲国家）

65 crisis 4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66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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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uropean 4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68 flooding 4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69 here 4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70 melroy 4 n. 梅尔罗伊

71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72 over 4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西、
土)奥韦尔

73 polish 4 n.磨光，擦亮；擦亮剂；优雅，精良 vi.擦亮，变光滑 vt.磨光，使发亮；使完美;改进 v.磨光；修改；润色 adj.波兰的

74 satellite 4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
75 second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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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76 so 4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77 test 4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78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79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80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81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82 back 3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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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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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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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85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6 days 3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87 debris 3 ['deibri:] n.碎片，残骸 n.(Debris)人名；(法)德布里

88 earth 3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89 expected 3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90 flood 3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德

91 getting 3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92 gone 3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93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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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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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海伊

95 hom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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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international 3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97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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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make 3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造
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99 Miles 3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100 missile 3 ['misail, -səl] n.导弹；投射物 adj.导弹的；可投掷的；用以发射导弹的

101 nex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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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03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04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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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pam 3 [pæm] abbr.脉冲幅度调制 n.梅花J n.(Pam)人名；(英、尼日利)帕姆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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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107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08 recor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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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109 Scott 3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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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话·威妥玛)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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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tak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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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14 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115 union 3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116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7 Washington 3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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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韦尔

119 wester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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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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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22 aboard 2 [ə'bɔ:d] adv.在飞机上；[船]在船上；在火车上 prep.在…上

123 about 2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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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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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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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alegria 2 欢跃之旅；喜悦；阿里希亚

128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29 Artemis 2 ['ɑ:timis] n.阿耳特弥斯（月亮与狩猎的女神）

130 authorities 2 [ɔː 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
131 beautiful 2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132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33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34 begin 2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35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36 chance 2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37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38 command 2 [kə'mɑ:nd] vi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 vt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；远望 n.指挥，控制；命令；司令部 n.(Command)人名；(法)
科芒

139 concre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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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correspondent 2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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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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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43 down 2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44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45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46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47 fame 2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148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49 farm 2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150 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151 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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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flights 2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153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54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55 grow 2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56 hall 2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157 heavy 2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158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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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普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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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61 illegally 2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162 inductee 2 [,indʌk'ti:] n.应召入伍的士兵；就任者

163 jack 2 [dʒæk] n.千斤顶；[电]插座；男人 vt.增加；提醒；抬起；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.雄的

164 ki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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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kristin 2 n.克莉丝汀（女子名）

166 leave 2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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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lift 2 [lift] vt.举起；提升；鼓舞；空运；抄袭 vi.消散；升起；耸立 n.电梯；举起；起重机；搭车

168 Lopez 2 n.洛佩斯（姓氏）

169 Matthew 2 ['mæθju:] n.马太福音（新约第一卷）；马太（耶稣12门徒之一）；马修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170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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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Michael 2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73 mike 2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174 missions 2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
175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76 moon 2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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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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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80 nearby 2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181 northern 2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82 Oregon 2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183 pilot 2 ['pailət] n.飞行员；领航员 adj.试点的 v.驾驶；领航；试用 n.(Pilot)人名；(意、印)皮洛特；(法)皮洛

184 pumpkins 2 n. 南瓜（pumpkin的复数）

185 rain 2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186 return 2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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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赖特

188 river 2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189 Russia 2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90 Russian 2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191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92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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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eemed 2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194 set 2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195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96 shuttle 2 ['ʃʌtl] n.航天飞机；穿梭；梭子；穿梭班机、公共汽车等 vt.使穿梭般来回移动；短程穿梭般运送 vi.穿梭往返

197 si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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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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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>稍微

199 spacecraft 2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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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trike 2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202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203 thank 2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204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05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06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07 throwing 2 英 ['θrəʊɪŋ] 美 ['θroʊɪŋ] n. 投掷运动 动词thr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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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09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10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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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11 totaling 2 英 ['təʊtl] 美 ['toʊtl] adj. 总的；全体的；完全的 n. 总数；合计 v. 共计；总计

212 triggered 2 ['trigəd] adj.触发的；起动的；有扳机的 v.引起；引爆（trigger的过去分词）；扣…的扳机

213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14 veteran 2 ['vetərən] n.老兵；老手；富有经验的人；老运动员 adj.经验丰富的；老兵的

215 want 2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216 water 2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217 Waters 2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218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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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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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2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23 write 2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24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25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226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227 accomplish 1 [ə'kʌmpliʃ, ə'kɔm-] vt.完成；实现；达到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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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230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231 administrator 1 [əd'ministreitə] n.管理人；行政官

232 advised 1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
233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4 Afghanistan 1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235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236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
237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238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239 aggregates 1 ['æɡrɪɡət] adj. 合计的；总的 n. 总计；进球总数；集料 v. （使）聚集；总计

240 ai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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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242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243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244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45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46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247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48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49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250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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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angrily 1 ['æŋgrili] adv.愤怒地

253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254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5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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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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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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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58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9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60 astronauts 1 ['æstrənɔː 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
261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62 Bangs 1 ['bæŋz] n.刘海；重击；巨响（bang的复数形式） v.猛撞；发出砰的一声；粗手粗脚地对待（ba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 n.(Bangs)人名；(英)班斯

263 Banks 1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
264 barricades 1 [ˌbærɪ'keɪd] n. 【C】路障；街垒；障碍物；栅栏 n. (常用复数形式)barricades:有激烈争论的领域或议题 vt. 设路障挡
住；阻拦；封锁

265 barrier 1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
266 bat 1 [bæt] n.蝙蝠；球棒；球拍；批处理文件的扩展名 vt.用球棒击球；击球率达… vi.轮到击球；用球棒击球 n.(Bat)人名；
(蒙、英)巴特

267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268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269 Belarussian 1 n.白俄罗斯语；白俄罗斯人 adj.白俄罗斯的

270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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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273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274 blasted 1 ['blɑ:stid, 'blæstid] adj.枯萎的；被害的；被咒的

275 blew 1 [blu:] blow的过去式

276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277 boldly 1 ['bəuldli] adv.大胆地；冒失地；显眼地

278 boots 1 [bu:ts] n.靴子（boot的复数）；（英）擦靴的仆役

279 breakers 1 ['breɪkəz] n. 碎浪 名词breaker的复数形式.

280 brother 1 ['brʌðə] n.兄弟；同事；战友 int.我的老兄！ n.(Brother)人名；(英)布拉泽

281 budge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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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283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284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285 Cairo 1 ['kaiərəu] n.开罗（埃及首都）

286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287 camps 1 [kæmp] n. 野营；帐篷；营地 v. 宿营；露营；扎营

288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289 candle 1 ['kændl] n.蜡烛；烛光；烛形物 vt.对着光检查

290 cannons 1 ['kænən] n. 大炮；机关炮 v. 开炮；相撞

291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292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293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294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295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296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297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298 charging 1 英 [tʃɑːdʒɪŋ] 美 ['tʃɑːdʒɪŋ] n. 充电；装料；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99 checking 1 ['tʃekiŋ] n.校验；[电子][通信]抑制；[涂料]龟裂；检查；[力]裂纹

300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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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closure 1 ['kləuʒə] n.关闭；终止，结束 vt.使终止

302 club 1 [klʌb] n.俱乐部，社团；夜总会；棍棒；（扑克牌中的）梅花 vt.用棍棒打；募集 vi.集资；组成俱乐部 adj.俱乐部的 n.
(Club)人名；(英)克拉布

303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304 commercial 1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
305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306 compost 1 ['kɔmpɔst] n.堆肥；混合物 vt.堆肥；施堆肥

307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
308 controversial 1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
309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310 cosmonauts 1 n.俄国宇航员( cosmonaut的名词复数 )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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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counties 1 ['kaʊnti] n. 郡；县 adj. 有郡中豪绅习气的

313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314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315 crew 1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
316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317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318 cubes 1 [kjuːb] n. 立方体；立方 vt. 求 ... 的立方 adj. 立方的

319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320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321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
322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3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324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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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土)达伊

326 decreased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327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328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
329 deputy 1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33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331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332 directed 1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3 disallowed 1 [ˌdɪsə'laʊ] v. 驳回；不许

334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335 docked 1 英 [dɒk] 美 [dɑːk] n. 码头；船坞；船埠 v. 进(港、码头)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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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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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338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339 dramatic 1 adj.戏剧的；急剧的；引人注目的；激动人心的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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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341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342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343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344 encouraging 1 [in'kʌridʒiŋ] adj.令人鼓舞的；鼓励的，奖励的 v.鼓励，支持（encourag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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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endless 1 ['endlis] adj.无止境的；连续的；环状的；漫无目的的

346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347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348 evacuate 1 [i'vækjueit] vt.疏散，撤退；排泄 vi.疏散；撤退；排泄

349 evacuations 1 n.撤空( evacu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撤离; 撤退; 疏散

350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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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351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352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353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354 exclusive 1 [ik'sklu:siv] adj.独有的；排外的；专一的 n.独家新闻；独家经营的项目；排外者

355 exosphere 1 ['eksəusfiə] n.[地物]外逸层；外大气层

356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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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358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359 fault 1 [fɔ:lt] n.故障；[地质]断层；错误；缺点；毛病；（网球等）发球失误 vi.弄错；产生断层 vt.（通常用于疑问句或否定
句）挑剔

360 feeding 1 ['fi:diŋ] n.饲养；吃；输送 adj.供给饲料的；摄取食物的 v.饲养（feed的ing形式）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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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费洛

362 fence 1 ['fens] n.栅栏；围墙；剑术 vt.防护；用篱笆围住；练习剑术 vi.击剑；搪塞；围以栅栏；跳过栅栏

363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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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flash 1 [flæʃ] vt.使闪光；反射 n.闪光，闪现；一瞬间 vi.闪光，闪现；反射 adj.闪光的，火速的 n.(Flash)人名；(西)弗拉什

366 flew 1 [flu:] v.飞，飞翔（fly的过去式） n.(Flew)人名；(英)弗卢

367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368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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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370 fouled 1 [faʊl] adj. 恶臭的；邪恶的；污秽的；恶劣的；犯规的 n. 犯规 v. 弄脏；妨碍；犯规

371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372 fruit 1 [fru:t] n.水果；产物 vi.结果实 vt.使……结果实 n.(Fruit)人名；(法)弗吕；(英)弗鲁特

373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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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gashed 1 [ɡæʃ] n. 深的伤口(裂缝等） v. （使）负深伤

376 gasoline 1 ['gæsəli:n] n.汽油

377 gear 1 [giə] n.齿轮；装置，工具；传动装置 vi.适合；搭上齿轮；开始工作 vt.开动；搭上齿轮；使……适合；使……准备好 adj.
好极了 n.(Gear)人名；(英)吉尔

378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379 giants 1 ['dʒaɪənts] n. 巨人；巨物；伟人 名词giant的复数形式.

380 gloves 1 [ɡ'lʌvz] n. 手套（名词glove的复数形式）

381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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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382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383 god 1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384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385 gourd 1 [guəd] n.葫芦，葫芦属植物；脑瓜 n.(Gourd)人名；(法)古尔；(英)古尔德

386 gourds 1 n. 葫芦（gourd的复数形式）；脑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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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7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388 Halloween 1 [,hæləu'i:n] n.万圣节前夕（指十月三十一日夜晚）

389 hammer 1 ['hæmə] vi.锤击；敲打；重复 n.铁锤；链球；[解剖]锤骨；音锤 vt.锤击；锤打 n.(Hammer)人名；(法)阿梅；(德、英、
芬、捷、瑞典、荷、丹、挪)哈默

390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391 helicopter 1 ['helikɔptə] n.[航]直升飞机 vi.[航]乘直升飞机 vt.由直升机运送

392 helicopters 1 ['helɪkɒptəz] n.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.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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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4 hire 1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
395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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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397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398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399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400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401 Hubble 1 n.哈勃(姓氏)(天文学)

402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403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404 incorporate 1 [in'kɔ:pəreit, in'kɔ:pərət] vt.包含，吸收；体现；把……合并 vi.合并；混合；组成公司 adj.合并的；一体化的；组成公
司的

405 inducted 1 [ɪn'dʌkt] vt. 使就职；使入伍；使入门；引导，带领；【电】感应

406 initial 1 [i'niʃəl] adj.最初的；字首的 vt.用姓名的首字母签名 n.词首大写字母

407 inspiration 1 [,inspə'reiʃən] n.灵感；鼓舞；吸气；妙计

408 intentionally 1 [in'tenʃənli] adv.故意地，有意地

409 intern 1 [in'tə:n, 'intə:n] n.实习生，实习医师 vt.拘留，软禁 vi.作实习医师

410 interstate 1 ['intəsteit, intə's-] adj.州际的；州与州之间的 n.（美）州际公路

411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412 Iowa 1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413 Iraq 1 [i'rɑ:k; i'ræk] n.伊拉克（西南亚国家）

414 jacked 1 [dʒæk] n. 千斤顶；插座；船首旗；男人；公畜 vt. 用千斤顶顶起；抬高 n. 杰克（男子名） n. 扑克牌里的J n. 水手；侍
者

415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416 kid 1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417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418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419 lanterns 1 ['læntənz] 灯具

420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421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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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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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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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425 limitless 1 ['limitlis] adj.无限制的；无界限的

426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427 livestock 1 ['laivstɔk] n.牲畜；家畜

428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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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9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430 lunar 1 ['lju:nə] adj.月亮的，月球的；阴历的；银的；微亮的 n.(Lunar)人名；(西)卢纳尔

431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432 magnificent 1 [mæg'nifisənt] adj.高尚的；壮丽的；华丽的；宏伟的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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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434 managed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
435 manned 1 [mænd] adj.有人驾驶的；有人操纵的；配备齐船员的 v.给…配备人员（man的过去分词）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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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438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439 meantime 1 ['mi:n'taim] n.其时，其间 adv.同时；其间

440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441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42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443 midweek 1 ['mid,wi:k] n.星期三 adj.星期三的 adv.在一星期的中间日子

444 migrant 1 ['maigrənt] n.候鸟；移居者；随季节迁移的民工 adj.移居的；流浪的

445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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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miss 1 [mɪs] n.女士，小姐，年轻未婚女子 vt.错过，想念，缺（勤）

447 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448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449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50 mt 1 abbr.磁带（MagneticTape）；平均时间（MeanTime）；军事训练（MilitaryTraining）；主计时器（MasterTimer）
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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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mudslides 1 n.（沿缓坡而下的）徐缓黏滞泥流，泥流( mudslide的名词复数 ); 泥石流

453 Muhammad 1 [mu'hæməd] n.穆罕默德

454 multiple 1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
455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456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457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458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45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460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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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2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463 Newton 1 ['nju:tən] n.牛顿（英国科学家）；牛顿（力的单位）

464 northwest 1 [,nɔ:θ'west] adj.西北的；向西北的；来自西北的 n.西北 adv.在西北；向西北；来自西北

465 no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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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467 odd 1 [ɔd] adj.奇数的；古怪的；剩余的；临时的；零散的 n.奇数；怪人；奇特的事物 n.(Odd)人名；(英、西、挪、瑞典)奥德

468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469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470 orbit 1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
471 orbiting 1 ['ɔː 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
472 orbits 1 英 ['ɔː bɪt] 美 ['ɔː rbɪt] n. 势力范围；眼眶；轨迹 vt. 绕轨道而行；进入轨道 vi. 盘旋

473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7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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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5 ought 1 [ɔ:t] aux.应该，应当；大概 vi.应该，应当；大概
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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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478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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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481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482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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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485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486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487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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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poised 1 [pɔiz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镇定的；平衡的，均衡的；摆好姿势不动的，静止的

490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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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492 preferably 1 ['prefərəbli] adv.较好；宁可，宁愿；更适宜

493 preserves 1 [prɪ'zɜːvz] n. 果酱；蜜饯 名词preserve的复数形式.

494 press 1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495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496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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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priority 1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
499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500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501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502 produc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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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504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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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506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507 protestor 1 [prəu'testə] n.抗议者

508 pumpkin 1 ['pʌmpkin, 'pʌŋ-] n.南瓜

509 punkin 1 ['pʌŋkin] n.南瓜（等于pumpkin）

510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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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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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形式）

513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514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515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516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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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reached 1 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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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9 reacted 1 [ri'ækt] v. 反应；反攻

520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52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522 reception 1 [ri'sepʃən] n.接待；接收；招待会；感受；反应

523 recycle 1 [,ri:'saikl] vt.使再循环；使…重新利用 vi.重复利用 n.再生；再循环；重复利用

524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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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527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528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529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530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531 responded 1 英 [rɪ'spɒnd] 美 [rɪ'spɑːnd] v. 回答；响应；反应；反应灵敏；反响 n. [建]壁联；[宗]应唱圣歌

532 restore 1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
533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534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535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536 runn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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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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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拉什

539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540 said 1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541 samples 1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
542 sandbags 1 ['sændbæɡ] n. 沙袋 v. 堆沙袋；抵御；猛烈抨击；掩盖真相

543 scenes 1 ['siː nz] n. 场景；背景，景色（名词scene的复数形式）

544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545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546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547 setters 1 ['setəz] 二传手

548 settle 1 ['setl] vi.解决；定居；沉淀；下陷 vt.解决；安排；使…定居 n.有背长椅 n.(Settle)人名；(英)塞特尔

549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550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551 shelters 1 英 ['ʃeltə(r)] 美 ['ʃeltər] n. 避难所；庇护；庇护所 v. 保护；隐匿；庇护
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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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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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shorter 1 ['ʃɔ:tə] adj.较短的；更短的；更矮的（short的比较级） n.(Shorter)人名；(英)肖特

555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556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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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smashed 1 [smæʃt] adj.破碎的；喝醉酒的 v.粉碎（sma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59 smashing 1 ['smæʃiŋ] adj.了不起的，极好的；粉碎性的，猛烈的 v.粉碎（smash的现在分词）

560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561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562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563 spacewalk 1 ['speiswɔ:k] n.太空漫步，太空行走；航天舱外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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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4 spacewalker 1 太空漫步者

565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566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67 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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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569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70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571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572 stones 1 n.石子（stone的复数）；小石头 v.向…扔石子；用石块铺（stone的三单形式） n.(Stones)人名；(英)斯通斯

573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74 stratosphere 1 ['strætəu,sfiə, 'strei-] n.同温层；最上层；最高阶段

575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576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577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578 suiting 1 ['sju:tiŋ] n.西装料；一身西服 v.适宜；相配；供给…衣服（suit的ing形式）

579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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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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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583 Syria 1 ['si:riə; 'si-] n.叙利亚共和国

584 takeaway 1 ['teikə,wei] adj.外卖的；外吃的 n.外卖食品；外卖餐馆

585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5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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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tear 1 [tɛə,tiə] n.眼泪,（撕破的）洞或裂缝,撕扯 vt.撕掉,扯下,扰乱 vi.流泪,撕破 n.(Tear)人名；(英)蒂尔

588 telescope 1 ['teliskəup] vt.压缩；使套叠 vi.套叠；变短 n.望远镜；缩叠式旅行袋

589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590 TENS 1 十位

591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592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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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4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595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596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597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598 thrown 1 [θrəun, 'θrəun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分词）；扔掉

599 tolerate 1 ['tɔləreit] vt.忍受；默许；宽恕

600 torn 1 [tɔ:n] v.扯裂，撕开（tear的过去分词） n.(Torn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托恩

601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602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
603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604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60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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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608 tuning 1 ['tju:niŋ] n.[电子][通信]调谐；调音，起弦；协调一致；起音，定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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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9 tur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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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610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611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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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614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615 update 1 [ʌp'deit, 'ʌpdeit] vt.更新；校正，修正；使现代化 n.更新；现代化

616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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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19 utility 1 [ju:'tiləti] n.实用；效用；公共设施；功用 adj.实用的；通用的；有多种用途的

620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21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622 Vernon 1 ['və:nən] n.弗农（男子名）

6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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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vine 1 [vain] n.藤；葡萄树；藤本植物；攀缘植物 vi.长成藤蔓；爬藤 n.(Vine)人名；(葡)维内；(英)瓦因

6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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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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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7 washed 1 [wɔʃt] adj.洗过的 v.洗，洗涤（wash的过去分词）

628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629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6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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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1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632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633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634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635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36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37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6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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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9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640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641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642 worsen 1 ['wəsən] vi.恶化；变得更坏；更坏 vt.使恶化；使变得更坏

643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644 zeid 1 扎伊德

645 zero 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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