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9-13 词频表
the 9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of 4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 and 4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4 to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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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通话·威妥玛)

you 2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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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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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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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 On 18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7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was 1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10 i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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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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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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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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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be 1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3 space 12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14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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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 9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17 firs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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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thi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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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w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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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inaudible 8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1 mal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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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unidentified 8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23 your 8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24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5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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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7 jus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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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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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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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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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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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his 6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33 our 6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4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5 sandoval 6 n. 桑多瓦尔
36 spacewalk 6 ['speiswɔ:k] n.太空漫步，太空行走；航天舱外活动
37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38 by 5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39 earth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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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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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light 5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41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42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43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44 leonov 5 列昂诺夫（人名）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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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0

土)奥韦尔

ow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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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 president 5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48 se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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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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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 those 5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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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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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4 attacks 4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55 back 4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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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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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57

clip 4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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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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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like 4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61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62 one 4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63 outside 4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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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 re 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65 said 4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拉
58

伯)赛义德

September 4 [sep'tembə] n.九月
67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68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69 vide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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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71 abo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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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americans 3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73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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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5 daughter 3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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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6

土)达伊
7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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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wn

each 3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79 ed 3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80 ever 3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81 forget 3 [fə'gɛt] vt.忘记；忽略 vi.忘记 n.(Forget)人名；(法)福尔热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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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83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84 honor 3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85 inside 3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86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87 lost 3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88 moment 3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89 never 3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90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91 pentagon 3 ['pentəgən] n.五角形
92 soviet 3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93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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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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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

的）售得金额
95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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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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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thou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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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98 time 3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96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ributes 3 [t'rɪbjuːts] 高丽
100 up 3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101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102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103 white 3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104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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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 ago 2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106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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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 airlock 2 ['eəlɔk] n.气闸；气塞
109 Alexei 2 阿列克谢
110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111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112 astronaut 2 ['æstrənɔ:t] n.宇航员，航天员；太空旅行者
113 attendant 2 [ə'tendənt] adj.伴随的；侍候的 n.服务员，侍者；随员，陪从
114 balloon 2 [bə'lu:n] vi.激增；膨胀如气球 n.气球 vt.使像气球般鼓起；使激增 adj.像气球般鼓起的 n.(Balloon)人名；(法)巴隆
115 beautiful 2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116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117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18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119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120 below 2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121 brought 2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122 bush 2 [buʃ] n.灌木；矮树丛 vt.以灌木装饰；使…精疲力竭 vi.丛生；浓密地生长 adj.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；粗野的
123 ceremonies 2 英 ['serəməni] 美 ['serəmoʊni] n. 仪式；礼节；典礼
124 chairman 2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125 challenges 2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126 chie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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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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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

come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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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梅

cosmonaut 2 ['kɔzmə,nɔ:t] n.（俄）宇航员（等于astronaut）
129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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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

乐的

crashed 2 [kræʃt] adj.失事的 v.碰撞，坠落，破产，垮台（crash的过去式）；崩溃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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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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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ed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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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ight 2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13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35 father 2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136 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137 fiel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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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32
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flights 2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139 former 2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140 gave 2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141 George 2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142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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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38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143

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had 2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145 Harris 2 ['hæris] n.哈里斯（英国苏格兰一地区）；哈里斯（姓氏）
146 hi 2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147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148 honoring 2 履行
149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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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4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o 2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151 joint 2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150
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kamala 2 [kə'mɑ:lə, 'kʌmələ] n.粗糠柴；卡马拉；吕宋楸荚粉 n.(Kamala)人名；(印、毛里塔)卡玛拉(女名)，卡马拉
153 killed 2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154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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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156 ligh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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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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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ights 2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158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159 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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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57
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160

lower 2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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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 maintenance 2 ['meintənəns] n.维护，维修；保持；生活费用
163 Manhattan 2 [mæn'hætən; mən-] n.曼哈顿岛（美国的一个区）
16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65 ma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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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6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1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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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morial 2 [英 [mə'mɔ:rɪəl] 美 [məˈmɔriəl, -ˈmor] n.纪念碑，纪念馆；纪念仪式；纪念物 adj.记忆的；纪念的，追悼的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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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 milley 2 米莱
170 moments 2 英 ['məʊmənt] 美 ['moʊmənt] n. 片刻 名词moment的复数形式.
171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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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nasa 2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174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175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176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177 onboard 2 ['ɔn'bɔ:d] adv.在船上；在飞机上；在板上 adj.随车携带的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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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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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7

灭；驱逐

passengers 2 旅客
181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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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0

莱斯
182

2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plane

planet 2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184 polo 2 ['pəuləu] n.马球；水球 n.(Polo)人名；(法、俄、西、意、芬、阿尔巴)波洛
185 pow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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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3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remembrance 2 [ri'membrəns] n.回想，回忆；纪念品；记忆力
187 rise 2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188 saw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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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9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190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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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86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ilence 2 ['sailəns] n.沉默；寂静；缄默；不谈；无声状态 vt.使沉默；使安静；压制；消除噪音 int.安静！；别作声！
192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193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19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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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ood 2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95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196 terrorist 2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197 terrorists 2 ['terərɪsts] n. 恐怖分子 名词terrorist的复数形式.
198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199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200 tower 2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201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202 twin 2 [twin] vt.使成对 n.双胞胎中一人 adj.双胞胎的 vi.成对；生双胞胎 n.(Twin)人名；(英)特温
20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204 us 2 pron.我们
205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206 vice 2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207 victims 2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208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209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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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 weekend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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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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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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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韦尔

wel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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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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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2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215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16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217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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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14
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220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221 acted 1 ['æktɪd] v. 行动；假装；表演；扮演；充当（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22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223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224 advance 1 [əd'vɑ:ns, əd'væns] n.发展；前进；增长；预付款 vt.提出；预付；使……前进；将……提前 vi.前进；进展；上涨 adj.预
219

先的；先行的

Afghanistan 1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226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227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228 airliner 1 ['εə,lainə] n.班机；大型客机
229 alan 1 ['ælən] n.艾伦（男子名）
230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231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232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33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225
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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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237 annual 1 ['ænjuəl] adj.年度的；每年的 n.年刊，年鉴；一年生植物
238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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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 anza 1 n.(Anza)人名；(意、法)安扎；(西)安萨
241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42 artist 1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243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44 astronauts 1 ['æstrənɔː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245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246 attacked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247 ballooning 1 [be'lu:niŋ] n.充气，鼓胀；气球操纵
248 bathed 1 [beiðd] adj.沐浴的；淋漓的，湿透的；沉溺的 v.沐浴（bath的过去分词）
249 bathroom 1 ['bɑ:θrum] n.浴室；厕所；盥洗室
250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251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252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53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254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2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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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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257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255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58

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259

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both

brothers 1 英 ['brʌðə(r)] 美 ['brʌðər] n. 兄弟；教友；同胞；<俚>老兄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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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263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264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265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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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60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68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269 chiefs 1 n. 首领（chief的复数）
270 choreography 1 [,kɔri'ɔgrəfi] n.编舞；舞蹈艺术；舞艺
271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272 clouds 1 [k'laʊdz] n. 云；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.
273 coastline 1 ['kəustlain] n.海岸线
274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275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276 commander 1 [kə'mɑ:ndə] n.指挥官；司令官
277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278 communication 1 n.通讯，[通信]通信；交流；信函
279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280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281 completed 1 [kəm'pliː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82 conducted 1 [kən'dʌkt] n. 行为；举动；品行 v. 引导；指挥；管理 vt. 导电；传热
283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284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285 contained 1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286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287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88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289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290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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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 cried 1 [kraid] v.哭泣；喊叫（cry的过去分词）
293 crucial 1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294 culminated 1 ['kʌlmɪneɪt] vi. 达到顶点；达到高潮；告终 vt. 使达高潮；使结束
295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296 daddy 1 ['dædi] n.爸爸
297 dangling 1 adj.悬挂的；摇摆的 v.摇晃（dangle的ing形式）
298 danny 1 [,dæni] n.手（尤用于与幼儿说话时）；侦察用车
2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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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rkness 1 ['dɑ:knis] n.黑暗；模糊；无知；阴郁
300 daughters 1 n. 多特斯
301 dawn 1 [dɔ:n] n.黎明；开端 vt.破晓；出现；被领悟 n.(Dawn)人名；(西)道恩
302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303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304 defies 1 [dɪ'faɪ] vt. 藐视；挑衅；反抗
305 defined 1 [dɪ'faɪnd] adj. 有定义的；明确的，确定的，清晰的；轮廓分明的 v. 规定；限定；定义；解释（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
299

过去分词）

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307 depth 1 [depθ] n.[海洋]深度；深奥
308 descended 1 [di'sendid] adj.出身于...的；从一个祖先传下来的
30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310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311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312 displayed 1 [dis'pleid] adj.显示的 v.表现（display的过去分词）；展示；陈列
313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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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15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316 emulate 1 ['emjuleit, 'emjulit] vt.仿真；模仿；尽力赶上；同…竞争 n.仿真；仿效
317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318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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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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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1 evil 1 ['i:vəl] adj.邪恶的；不幸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 n.罪恶，邪恶；不幸
322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323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324 exceptional 1 [ik'sepʃənəl] adj.异常的，例外的 n.超常的学生
325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326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327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328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329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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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fancy 1 n.幻想；想象力；爱好 adj.想象的；奇特的；昂贵的；精选的 vt.想象；喜爱；设想；自负 vi.幻想；想象 n.(Fancy)人
320

名；(法)方西

fate 1 ['feit] n.命运 vt.注定 n.(Fate)人名；(英)费特
332 fathers 1 英 ['fɑːðə(r)] 美 ['fɑːðər] n. 父亲；神父；祖先；创始人 v. 创造；当 ... 的父亲
333 features 1 ['fiː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334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331

触摸
33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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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337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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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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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0 flag 1 [flæg] vi.标记；衰退；枯萎 vt.标记；插旗 n.标志；旗子
341 flags 1 [f'læɡz] n. 旗帜；标志 名词flag的复数形式.
342 footprints 1 [fuːt'prɪnts] n. 脚印 名词footprint的复数形式.
3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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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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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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43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346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347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348 Gagarin 1 加加林（地名）
349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50 gen 1 [dʒen] n.情报；一般布告 n.(Gen)人名；(法)让；(土、阿塞、土库)根
351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352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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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4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355 grateful 1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356 gravity 1 ['græviti] n.重力，地心引力；严重性；庄严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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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8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359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360 harrowing 1 ['hærəuiŋ] adj.痛心的；悲惨的 v.使痛苦（harrow的ing形式）；开拓 n.(Harrowing)人名；(英)哈罗因
361 hatch 1 [hætʃ] n.孵化；舱口 vt.孵；策划 vi.孵化 n.(Hatch)人名；(西)阿奇；(英)哈奇
36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363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3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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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365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366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364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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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普

367

help

36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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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海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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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0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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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2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369

特

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374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375 iconic 1 [ai'kɔnik] adj.图标的，形象的
376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377 incredible 1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378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379 Indian 1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380 installed 1 [ɪns'tɔːld] adj. 安装的；任命的 动词insta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81 instant 1 ['instənt] adj.立即的；紧急的；紧迫的 n.瞬间；立即；片刻
382 ISS 1 n. 工业标准规格
383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384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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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3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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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387 jetliner 1 ['dʒet,lainə] n.喷气客机
388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389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390 lady 1 ['leidi] n.女士，夫人；小姐；妻子
391 landing 1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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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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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394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393
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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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6 le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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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7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39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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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0 lif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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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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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2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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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5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404

look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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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406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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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5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409 manage 1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410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408

威；进行曲

marking 1 ['mɑ:kiŋ] n.标志；打分；做记号；斑纹 v.注意；作记号于；给…打分数（mark的ing形式） n.(Marking)人名；(西)马金
412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413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414 memorialize 1 [mi'mɔ:riəlaiz, -'məu-] vt.纪念；请愿；提出请愿书
415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416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17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418 misbehavior 1 英 ['mɪsbɪ'heɪvjə] 美 [ˌmɪsbɪ'heɪvjə] n. 粗鲁行为；品行不端 =misbehaviour(英).
419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420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421 mo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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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2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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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11

以)莫雷

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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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23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thers 1 英 ['mʌðə(r)] 美 ['mʌðər] n. 母亲；妈妈 adj. 母亲的；母体的；本源的 vt. 生育；像母亲一样关爱
426 murdered 1 英 ['mɜːdə(r)] 美 ['mɜːrdər] n. 谋杀；谋杀案；<俚>要命的事 vt. 谋杀；糟蹋；损坏 vi. 谋杀
427 myself 1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4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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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429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430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431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432 nighttime 1 ['naittaim] n.夜间 adj.夜间的；夜里发生的
433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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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5 Obama 1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436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437 observance 1 [əb'zə:vəns] n.惯例；遵守；仪式；庆祝
438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439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440 olivas 1 奥利瓦斯
441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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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3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444 orbiting 1 ['ɔː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445 ordinary 1 ['ɔ:dinəri, -neri-] adj.普通的；平凡的；平常的 n.普通；平常的人（或事）
446 originally 1 [ə'ridʒənəli] adv.最初，起初；本来
447 overwhelmed 1 英 [ˌəʊvə'welm] 美 [ˌoʊvər'welm] vt. 打击；压倒；使感动；淹没；打败
448 oxygen 1 ['ɔksidʒən] n.[化学]氧气，[化学]氧
449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428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451 pausing 1 [pɔːzɪŋ] n. 停顿；中止 动词pau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52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453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454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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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5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456 perspective 1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457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458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459 please 1 [pli:z] vt.使喜欢；使高兴，使满意 vi.讨人喜欢；令人高兴 int.请（礼貌用语）
460 prayer 1 [preə] n.祈祷，祷告；恳求；祈祷文
461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450
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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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3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464 proudly 1 ['praudli] adv.傲慢地，自负地；得意洋洋地
465 punished 1 ['pʌnɪʃt] adj. 受处罚的 动词puni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66 p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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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62

(泰、缅)布

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468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467
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random 1 ['rændəm] adj.[数]随机的；任意的；胡乱的 n.随意 adv.胡乱地
470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469

人名；(英)雷迪
471

recite

1 [ri'sait] vt.背诵；叙述；列举 vi.背诵；叙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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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flected 1 [rɪ'flektɪd] adj. 反射的 动词ref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73 reflecting 1 [rɪ'flektɪŋ] adj. 反射的；反映的 动词reflect的现在分词.
474 reject 1 [ri'dʒekt] vt.拒绝；排斥；抵制；丢弃 n.被弃之物或人；次品
475 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476 relatives 1 [relə'tɪvz] n. 亲戚
477 relaxing 1 [ri'læksiŋ] adj.令人轻松的 v.放松；休息（relax的ing形式）；缓和；松懈
478 rely 1 [ri'lai] vi.依靠；信赖
479 reminder 1 [ri'maində] n.暗示；提醒的人/物；催单
480 resilience 1 [ri'ziliəns, -jəns] n.恢复力；弹力；顺应力
481 Richmond 1 ['ritʃmənd] n.里士满（美国弗吉尼亚首府）
482 risky 1 ['riski] adj.危险的；冒险的；（作品等）有伤风化的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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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2

名；(英)拉什

rushed 1 [rʌʃt] adj. 匆忙的 v. 冲；仓促行事；突袭（动词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85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486 sara 1 ['sɑ:rə] n.萨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族；萨拉人
487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484
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48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90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491 selected 1 [si'lektid] adj.挑选出来的
492 selection 1 [si'lekʃən] n.选择，挑选；选集；精选品
493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494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495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496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ːr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497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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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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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8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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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1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02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03 shepherd 1 ['ʃepəd] vt.牧羊；带领；指导；看管 n.牧羊人；牧师；指导者 n.(Shepherd)人名；(英)谢泼德
504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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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00

肖

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507 signaled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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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9 sisters 1 ['sɪstəz]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
510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511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512 sky 1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513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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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4 solar 1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515 somber 1 ['sɔmbə] adj.忧郁的；昏暗的；严峻的；阴天的
516 sons 1 [sʌnz] n.儿子们（son的复数）；子弟
5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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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518 spacecraft 1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519 spacesuit 1 ['speis,sju:t] n.航天服；太空服
520 specter 1 ['spektə] n.幽灵；妖怪；恐怖之物
521 spirit 1 ['spirit] n.精神；心灵；情绪；志气；烈酒 vt.鼓励；鼓舞；诱拐
522 staffs 1 英 [stɑːf] 美 [stæf] n. 员工；全体人员；全体职员；拐杖；杆；棒；五线谱 vt. 配备员工
523 starting 1 ['stɑːt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524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525 stepped 1 [stept] v.踏；行走（st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26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527 stories 1 [s'tɔːrɪz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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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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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17

(德)施特鲁克

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530 subsequent 1 ['sʌbsikwənt] adj.后来的，随后的
531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532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533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534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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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6 supportive 1 [sə'pɔ:tiv] adj.支持的；支援的；赞助的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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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8 survivors 1 [sə'vaɪvəz] 幸存者（survivor的复数）
539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540 technical 1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541 technically 1 ['teknikli] adv.技术上；专门地；学术上；工艺上
542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529

拉伯)塔勒

terrible 1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544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545 theirs 1 [ðεəz] pron.他们的；她们的；它们的
546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547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4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49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50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551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552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553 tickets 1 ['tɪkɪt] n. 票；券；标签；罚单；候选人名单 vt. 加标签于；售票；开罚单；检票，查验票证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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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5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56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557 tomorrows 1 n.明天( tomorrow的名词复数 ); 将来，未来
558 tools 1 [tuːl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559 towers 1 ['taʊəz] n.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.
560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561 tragedy 1 ['trædʒidi] n.悲剧；灾难；惨案
562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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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ibute 1 n.礼物；[税收]贡物；颂词；（尤指对死者的）致敬，悼念，吊唁礼物
564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56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66 truly 1 ['tru:li] adv.真实地，不假；真诚地 n.(Truly)人名；(英)特鲁利
567 truss 1 [trʌs] n.束；构架；捆 vt.捆绑；用构架支撑 n.(Truss)人名；(德)特鲁斯；(英)特拉斯
568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569 unbreakable 1 [un'breikəbəl] adj.牢不可破的；不易破损的
570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563

形式）

unfurling 1 英 [ˌʌn'fɜːl] 美 [ˌʌn'fɜːrl] v. 展开；打开
572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573 unit 1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574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75 vessel 1 ['vesəl] n.船，舰；[组织]脉管，血管；容器，器皿 n.(Vessel)人名；(荷)费塞尔；(俄、意、捷)韦塞尔
5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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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7 walks 1 ['wɔːks] n. 脚步；小路 名词walk的复数形式.
578 wallet 1 ['wɔlit] n.钱包，皮夹 n.(Wallet)人名；(英)沃利特；(法)瓦莱
5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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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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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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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2 wondered 1 英 ['wʌndə(r)] 美 ['wʌndər] n. 惊奇；惊愕；奇迹；奇观 v. 惊奇；想知道；怀疑 adj. 奇妙的；非凡的
583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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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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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85 yelled 1 [jel] v. 大叫 n. 大喊
586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58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588 yuri 1 n. 尤里
5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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