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1-23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Teen Discovers Planet on Day
Three of Internship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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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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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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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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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planet 13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10 nasa 12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11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2 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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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t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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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 his 10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5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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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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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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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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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something 6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20 stars 6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21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2 found 5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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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hig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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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internship 5 ['intə:nʃip] n.实习生；（美）实习期；实习医师职位

26 kostov 5 科斯托夫

27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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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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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0 school 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1 study 5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32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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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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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6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

37 but 4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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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data 4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40 d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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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earth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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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evidence 4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43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44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45 ligh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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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looking 4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47 luck 4 [lʌk] n.运气；幸运；带来好运的东西 vi.靠运气，走运；凑巧碰上 n.(Luck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卢克；(英)勒克；(法)吕克

48 scientists 4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9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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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ummer 4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51 su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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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team 4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53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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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55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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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hanges 3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7 confident 3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
58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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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even 3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60 first 3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61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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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had 3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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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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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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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looks 3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67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68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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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planets 3 [p'lænɪts] 行星

70 saw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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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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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telescope 3 ['teliskəup] vt.压缩；使套叠 vi.套叠；变短 n.望远镜；缩叠式旅行袋

73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74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75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

76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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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Anne 2 [æn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
79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80 ball 2 [bɔ:l] n.球；舞会 vi.成团块 vt.捏成球形 n.(Ball)人名；(土)巴勒；(英、西)鲍尔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)巴尔

81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82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83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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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ompletely 2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85 confidence 2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
86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7 dumb 2 [dʌm] adj.哑的，无说话能力的；不说话的，无声音的

88 eclipse 2 [i'klips] vt.使黯然失色；形成蚀 n.日蚀，月蚀；黯然失色

89 effect 2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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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91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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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graphs 2 [ɡræf] n. 图表；示意图 vt. (以图表)表示

93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94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95 impressive 2 [im'presiv] adj.感人的；令人钦佩的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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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job 2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98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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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01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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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03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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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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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06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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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08 overwhelming 2 [,əuvə'hwelmiŋ] adj.压倒性的；势不可挡的 v.压倒；淹没（overwhelm的ing形式）；制服

109 physics 2 ['fiziks] n.物理学；物理现象

110 prett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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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real 2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112 said 2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113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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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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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15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16 science 2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117 scientific 2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118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19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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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sola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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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space 2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122 student 2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123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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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26 through 2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127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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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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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words 2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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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13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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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35 admiration 1 [,ædmə'reiʃən] n.钦佩；赞赏；羡慕；赞美

136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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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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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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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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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145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46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47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48 asterisk 1 n.星号；星号键 vt.注上星号；用星号标出

149 asterisks 1 ['æstərɪsks] n. 星号(*) 名词asterisk的复数形式.

150 astrobiology 1 [,æstrəubai'ɔlədʒi] n.[生物物理]天体生物学，太空生物学

151 astrophysics 1 [,æstrəu'fiziks] n.天体物理学

152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153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154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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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56 belief 1 [bi'li:f] n.相信，信赖；信仰；教义



157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58 be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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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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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binary 1 ['bainəri] adj.[数]二进制的；二元的，二态的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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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2 blocks 1 ['blɒks] n.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.

163 boss 1 [bɔs] n.老板；首领；工头 vt.指挥，调遣；当…的领导 vi.当首领，发号施令 n.(B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瑞典)博斯

164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165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66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67 called 1 [kɔː l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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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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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170 chan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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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172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
173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174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175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176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77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78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79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180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81 contacted 1 英 ['kɒntækt] 美 ['kɑːntækt] n. 接触；联系；熟人 v. (与)联系；(与)接触 adj. 接触的

182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83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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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乐的

184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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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6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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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89 deserved 1 [di'zə:vd] adj.应得的；理所当然的 v.值得；应得；应受报答（de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190 deserving 1 [di'zə:viŋ] adj.值得的；应得的；有功的 v.值得；应得到（deserve的现在分词）

191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92 dip 1 [dip] vt.浸，泡，蘸；舀取；把伸入 vi.浸；下降，下沉；倾斜；舀，掏 n.下沉，下降；倾斜；浸渍，蘸湿 n.(Dip)人名；
(尼)迪普

193 dips 1 n. 溶液；消毒水 名词dip的复数形式. abbr. 日本电信电话公司信息处理系统(=Dendenkosha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)

194 discovers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195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196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

197 doctoral 1 ['dɔktərəl] adj.博士的；博士学位的；有博士学位的 n.博士论文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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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9 dots 1 ['dɒts] n. 点 dot的复数形式.

200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201 drawing 1 ['drɔ:iŋ] n.图画；牵引；素描术 v.绘画；吸引（draw的ing形式）；拖曳

202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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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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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emotions 1 英 [ɪ'məʊʃənz] 美 [ɪ'moʊʃənz] n.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.

207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208 exciting 1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
209 exoplanet 1 [ek'sɒpleɪnɪt] n. （太阳系以外的）外部行星

210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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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触摸

212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213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214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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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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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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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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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Goddard 1 ['gɔdə:d] n.戈达德（姓氏）；戈达德（1882-1945，美国物理学家，火箭工程学的先驱者）

223 goldilocks 1 ['gəuldilɔks] n.金发的；金凤花的一种

224 graduation 1 [grædju'eiʃən, -dʒu-] n.毕业；毕业典礼；刻度，分度；分等级

225 graph 1 [grɑ:f, græf] n.图表；曲线图 vt.用曲线图表示 n.(Graph)人名；(英)格拉夫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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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8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229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230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231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32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233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234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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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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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

238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239 impression 1 n.印象；效果，影响；压痕，印记；感想；曝光（衡量广告被显示的次数。打开一个带有该广告的网页，则该
广告的impression次数增加一次）

240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41 informal 1 adj.非正式的；不拘礼节的；随便的；通俗的；日常使用的

242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243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244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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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interns 1 英 ['ɪntɜːn] 美 ['ɪntɜːrn] n. 实习生；拘留犯 vt. 扣留 vi. 作实习生

247 invited 1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8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249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250 journals 1 [d'ʒɜːnlz] 学报

251 Jupiter 1 ['dʒu:pitə] n.[天]木星；朱庇特（罗马神话中的宙斯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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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254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255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56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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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俄)利涅

258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259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60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261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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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63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264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265 math 1 [mæθ] n.数学（等于mathematics） n.(Math)人名；(德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思

266 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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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268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269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70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27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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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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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27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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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occasion 1 [ə'keiʒən, əu-] n.时机，机会；场合；理由 vt.引起，惹起

278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279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80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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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orbits 1 英 ['ɔːbɪt] 美 ['ɔːrbɪt] n. 势力范围；眼眶；轨迹 vt. 绕轨道而行；进入轨道 vi. 盘旋

283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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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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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partially 1 ['pa:ʃəli] adv.部分地；偏袒地

287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88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89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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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92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
293 princeton 1 ['prinstən] n.普林斯顿（美国新泽西州中部的自治市镇）

294 printed 1 adj.印刷的；印花样的；已印好的 v.[印刷]印刷；出版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；铭记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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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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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程式

298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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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泰、缅)布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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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02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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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reached 1 到达

305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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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308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09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310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311 rocky 1 ['rɔki] adj.岩石的，多岩石的；坚如岩石的；摇晃的；头晕目眩的

312 satellite 1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
313 Saturn 1 ['sætən] n.[天]土星；农业之神（罗马神话中的一个形象）

314 scarsdale 1 n.(Scarsdale)人名；(英)斯卡斯代尔

315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316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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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319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320 settled 1 ['setld] adj.稳定的；固定的 v.解决；定居（settle的过去分词）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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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

323 signal 1 n.信号；暗号；导火线 vt.标志；用信号通知；表示 adj.显著的；作为信号的 vi.发信号 n.(Signal)人名；(瑞典)西格纳尔

32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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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skills 1 技能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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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>稍微

328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29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330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331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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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333 stanford 1 ['stænfəd] n.斯坦福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斯坦福大学（美国一所大学）

334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335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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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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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337 submitted 1 [səb'mɪt] vt. 使服从；使屈服；提交；递交；认为 vi. 屈从

338 succeed 1 [sək'si:d] vi.成功；继承；继任；兴旺 vt.继承；接替；继…之后

339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40 supervision 1 [,sju:pə'viʒən] n.监督，管理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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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survey 1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343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344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345 targets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ːr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346 tasked 1 英 [tɑːsk] 美 [tæsk] n. 任务；工作 vt. 交给某人（任务)；使做艰苦的工作

347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48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349 teen 1 [ti:n] n.青少年（等于teenager）；愤怒；悲哀 adj.十几岁的（等于teenaged）

350 tess 1 [tes] n.泰丝（女子名）

351 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
352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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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their 1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354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55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56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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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59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360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61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362 transiting 1 ['trænzɪt] n. 运输；经过；转变；[天]中天；凌日；经纬仪 vt. 穿越；旋转 vi. 越过

363 transits 1 ['trænzɪt] n. 运输；经过；转变；[天]中天；凌日；经纬仪 vt. 穿越；旋转 vi. 越过

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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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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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367 us 1 pron.我们

368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69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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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veselin 1 韦塞林

372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73 wanting 1 ['wɔntiŋ, 'wɔ:n-] adj.欠缺的；不足的；不够格的 prep.无；缺 v.需要（want的现在分词）；欠缺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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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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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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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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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79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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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81 wolf 1 [wulf] n.狼；色狼；残忍贪婪之人 vt.大吃；狼吞虎咽地吃 n.(Wolf)人名；(以、捷、芬、瑞典、德、匈、法、罗、荷、英)
沃尔夫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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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383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84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8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86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87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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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90 zones 1 英 [zəʊn] 美 [zoʊn] n. 地域；地带；地区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