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13 [Health and Lifestyle] Staying Safe During a Lightning
Stor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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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ghtning 30 adj.闪电的；快速的 n.闪电 vi.闪电

3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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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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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you 1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9 if 1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0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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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 safe 10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12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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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 victim 8 ['viktim] n.受害人；牺牲品；牺牲者

15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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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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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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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experts 7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9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0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 storm 7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22 strik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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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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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during 6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25 immediately 6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26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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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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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say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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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shelt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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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stay 6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31 areas 5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32 building 5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33 electricity 5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34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5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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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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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ody 4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38 breathing 4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39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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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mouth 4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41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2 strikes 4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
43 such 4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44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5 wat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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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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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way 3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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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rdiopulmonary 3 [,kɑ:diəu'pʌlmənəri] adj.心肺的；与心肺有关的

50 concre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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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nduct 3 ['kɔndʌkt, kən'dʌkt] vi.导电；带领 vt.管理；引导；表现 n.进行；行为；实施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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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each 3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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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heart 3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56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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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58 move 3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59 outside 3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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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plumbing 3 ['plʌmiŋ] n.铅工业；铅管品制造 v.探究；垂直悬挂；用铅锤测量；灌铅以增重（plumb的现在分词）

61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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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storms 3 英 [stɔːm] 美 [stɔː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63 th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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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thunder 3 ['θʌndə] n.雷；轰隆声；恐吓 vi.打雷；怒喝 vt.轰隆地发出；大声喊出

65 Tips 3 英 [tips] 美 [tɪps] abbr. =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技术情报处理系统[美] n. 顶端；消费；小部件；脏乱的地
方；实用的小建议（名词tip的复数形式）

66 victims 3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67 weather 3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的；
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68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9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70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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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7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

74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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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broken 2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76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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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78 c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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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ommon 2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80 continue 2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81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82 cover 2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83 danger 2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84 death 2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85 die 2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86 eart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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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88 gov 2 abbr.政府（goverment）

89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0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1 heat 2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92 help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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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3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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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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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96 India 2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97 indoors 2 ['indɔ:z] adv.在室内，在户内

98 keep 2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99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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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lie 2 [lai] vi.躺；说谎；位于；展现 vt.谎骗 n.谎言；位置 n.(Lie)人名；(罗、挪、瑞典)利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

101 lifestyle 2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
102 lungs 2 ['lʌŋz] n. 肺 lung的复数.

103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04 no 2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105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06 op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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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08 pulse 2 [pʌls] n.[电子]脉冲；脉搏 vt.使跳动 vi.跳动，脉跳

109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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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resuscitation 2 [ri,sʌsi'teiʃən] n.复苏；复兴；复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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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staying 2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113 strong 2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114 surfac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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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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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touch 2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118 tree 2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119 tr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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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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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website 2 ['websaɪt] n. 网站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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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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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windows 2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
126 wiring 2 ['waiəriŋ] n.[电]接线，架线；线路；金属线缝术 v.装电线（wire的现在分词）

127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28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29 abnormally 1 [æb'nɔ:məli] adv.反常地；变态地；不规则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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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132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133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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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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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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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nna 1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38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139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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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arrest 1 [ə'rest] vt.逮捕；阻止；吸引 n.逮捕；监禁 n.(Arrest)人名；(德)阿雷斯特

142 arrives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143 artery 1 n.动脉；干道；主流

144 artificial 1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145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146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47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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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150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51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152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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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bleeding 1 ['bli:diŋ] n.出血；渗色 adj.流血的；同情的 v.出血；渗出（bleed的ing形式）；感到疼痛

155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156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157 bolt 1 n.螺栓，螺钉；闪电，雷电；门闩；弩箭;（布的）一匹，一卷 vt.筛选；囫囵吞下；（把门、窗等）闩上；突然说出，



脱口说出 vi.（门窗等）闩上，拴住；冲出，跳出；（马等的）脱缰；囫囵吞下 adv.突然地；像箭似地；直立地

158 bolts 1 英 [bəʊlts] 美 [boʊlts] n. 毛边书 名词bolt的复数形式.

159 bones 1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160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61 burns 1 [bə:nz] n.络腮胡子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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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cardiac 1 n.强心剂；强胃剂 adj.心脏的；心脏病的；贲门的

164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165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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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CDC 1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168 cell 1 [sel] n.细胞；电池；蜂房的巢室；单人小室 vi.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.(Cell)人名；(英)塞尔

169 cement 1 [si'ment] vt.巩固，加强；用水泥涂；接合 vi.粘牢 n.水泥；接合剂

170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71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172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173 chest 1 [tʃest] n.胸，胸部；衣柜；箱子；金库

174 clearance 1 ['kliərəns] n.清除；空隙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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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compression 1 [kəm'preʃən] n.压缩，浓缩；压榨，压迫

177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178 conscious 1 ['kɔnʃəs] adj.意识到的；故意的；神志清醒的

179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180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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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CPR 1 英 [ˌsiː piː 'ɑː(r)] 美 [ˌsiː piː 'ɑːr] n. 心脏复苏术；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的缩写

183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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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186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87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188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89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90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91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92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93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194 electrical 1 [i'lektrikəl] adj.有关电的；电气科学的

195 enclosed 1 [in'kləuzd] adj.被附上的；与世隔绝的 v.附上（enclo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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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98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

199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200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201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202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203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204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205 exertion 1 [ig'zə:ʃən] n.发挥；运用；努力

206 fences 1 [fens] n. 栅栏；围墙；买卖赃物的人 v. 用篱笆围住；束缚；击剑；回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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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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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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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211 floors 1 英 [flɔː(r)] 美 [flɔːr] n. 地面；地板；楼层；底部 vt. 铺地板；击倒；(油门)踩到底

212 flows 1 [f'ləʊz] n.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.

213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214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215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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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grou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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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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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has 1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221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22 heartbeat 1 ['hɑ:tbi:t] n.心跳；情感

223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224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
225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226 hotter 1 [hɔtə] adj.热的；热烈的

227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228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229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30 hypothermia 1 [,haipəu'θə:miə] n.降低体温；低体温症

231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32 indoor 1 ['indɔ:] adj.室内的，户内的

233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34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235 inside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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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237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238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239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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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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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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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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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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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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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247 location 1 [ləu'keiʃən] n.位置（形容词locational）；地点；外景拍摄场地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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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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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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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52 massage 1 ['mæsɑ:ʒ, mə's-] vt.按摩；揉 n.按摩；揉

253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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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matteo 1 n. 马泰奥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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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57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258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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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261 mixing 1 ['mɪksɪŋ] n. 混合；混频 动词mix的现在分词.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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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263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264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65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26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67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268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269 nowhere 1 ['nəuhwεə] adv.无处；任何地方都不；毫无结果 n.无处；任何地方；无名之地 adj.不存在的；毫无结果的；不知名的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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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272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273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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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75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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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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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passages 1 ['pæsɪdʒ] n. 通过；通道；走廊；(文章等的)段落；(时间的)消逝

279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280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281 phones 1 英 [fəʊn] 美 [foʊn] n. 电话；电话机；听筒；耳机；[语]音素 v. 打电话 suf. 表示“声音”或“说 ... 语言的人”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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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83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84 pipes 1 [paips] n.管线，管道；[材]管子（pipe复数形式） v.吹奏管乐；尖声叫嚷（pip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Pipes)人名；
(英)派普斯

285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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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88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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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291 procedure 1 [prə'si:dʒə] n.程序，手续；步骤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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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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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95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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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98 rainy 1 ['reini] adj.下雨的；多雨的 n.(Rainy)人名；(英)雷尼

299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300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301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302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303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304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305 respiration 1 [,respə'reiʃən] n.呼吸；呼吸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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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resulting 1 [rɪ'zʌltɪŋ] adj.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.

308 resuscitate 1 [ri'sʌsiteit] vt.使复苏；使复兴 vi.恢复；复兴

309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310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311 rocks 1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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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safer 1 ['seɪfər] adj.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.

314 sand 1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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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316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17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318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319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320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

321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322 shock 1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323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324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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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327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328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329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30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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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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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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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story 1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334 stroke 1 n.（游泳或划船的）划；中风；（打、击等的）一下；冲程；（成功的）举动；尝试；轻抚 vt.（用笔等）画；轻抚；
轻挪；敲击；划尾桨；划掉；（打字时）击打键盘 vi.击球；作尾桨手，指挥划桨；（打字时）击打键盘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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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德)施特鲁克

336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337 summ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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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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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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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342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343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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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46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347 thunderstorms 1 ['θʌndəstɔː mz] 雷暴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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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tip 1 vi.给小费；翻倒；倾覆 vt.给小费；倾斜；翻倒；装顶端 n.小费；尖端；小建议，小窍门；轻拍

350 topped 1 选取肥畜 拔顶的

351 transmitting 1 [trænz'mɪtɪŋ] n. 传送 动词transm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5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53 unconscious 1 [,ʌn'kɔnʃəs] adj.无意识的；失去知觉的；不省人事的；未发觉的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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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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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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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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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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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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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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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walls 1 ['wɔː lz] n. 墙壁

363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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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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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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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widening 1 ['waidəuiŋ] v.使扩大；拓宽；扩展（wid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宽

369 windmills 1 ['wɪndmɪl] n. 风车 v. (使）像风车一样旋转

370 wire 1 ['waiə] n.电线；金属丝；电报 vt.拍电报；给…装电线 vi.打电报 n.(Wire)人名；(英)怀尔

371 wired 1 ['waiəd] adj.接有电线的；以铁丝围起的；极其兴奋的 v.以金属丝装；打电报给（wire的过去分词）

372 word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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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