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1 [Arts and Culture] Study_ Climbers Twice as Likely to
Reach Top of Mount Everest than in Past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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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climbers 14 [k'laɪməz] 脚扣

5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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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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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est 9 ['evərist] n.珠穆朗玛峰（世界最高峰）

8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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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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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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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top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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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最高
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12 reac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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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4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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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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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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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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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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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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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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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Nepal 4 [ni'pɔ:l; -'pɑ:l] n.尼泊尔（亚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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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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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伯)赛义德

27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8 climb 3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
29 death 3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30 likely 3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31 mount 3 vt.增加；爬上；使骑上马；安装，架置；镶嵌，嵌入；准备上演；成立（军队等） vi.爬；增加；上升 n.山峰；底座；
乘骑用马；攀，登；运载工具；底座 n.（英）芒特（人名） v.登上；骑上

32 mountain 3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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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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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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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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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zone 3 [zəun] n.地带；地区；联防 vi.分成区 vt.使分成地带；环绕 n.(Zone)人名；(塞)佐内

39 acharya 2 阿查里雅

40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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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42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43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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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ty 2 卡蒂

45 climbing 2 ['klaimiŋ] adj.上升的；攀缘而登的 n.攀登 v.爬（climb的ing形式）

46 crowding 2 [krɑʊdɪŋ] n. 拥挤 动词crowd的现在分词.

47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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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earthquake 2 ['ə:θkweik] n.地震；大动荡

50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51 exposure 2 [ik'spəuʒə] n.暴露；曝光；揭露；陈列

52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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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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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illness 2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55 increase 2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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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8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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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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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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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narrow 2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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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66 noted 2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7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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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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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overcrowding 2 [,əuvə'kraudiŋ] n.过度拥挤；挤满 v.过度拥挤（overcrowd的ing形式）；把…塞得过满

70 particular 2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71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72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73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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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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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sto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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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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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80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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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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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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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86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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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bo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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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ccident 1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89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90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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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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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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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g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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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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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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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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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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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101 attempts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102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0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04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05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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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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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09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10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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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12 climbed 1 [klaɪm] v. 攀登；爬；上升 n. 爬；攀爬处

113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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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116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17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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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20 crowds 1 [kraʊd] n. 人群；群众；大群；朋友 v. 拥挤；挤满；涌入；贴近；逼迫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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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Davis 1 ['deivis] n.戴维斯（男子名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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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deadliest 1 ['dedli] adj. 致命的；如死一样的 adv. 非常地；如死一般地

125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26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2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28 di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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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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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31 disastrous 1 [di'zɑ:strəs] adj.灾难性的；损失惨重的；悲伤的

132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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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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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dying 1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
135 eart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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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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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Edmund 1 n. 埃德蒙（男子名）

138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39 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140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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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vident 1 ['evidənt] adj.明显的；明白的

143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44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145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146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47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48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49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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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fitness 1 ['fitnis] n.健康；适当；适合性

152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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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55 Geo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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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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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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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8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59 gr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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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guides 1 [gaɪdz] n. 导架 名词guide的复数形式.

161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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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2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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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3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64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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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Hillary 1 ['hiləri:] n.希拉里（美国现任国务卿）

167 Himalayan 1 [,himə'leiən] adj.喜玛拉雅山脉的

168 huey 1 n.休伊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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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71 job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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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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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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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175 landslide 1 n.[地质]山崩；大胜利 vi.发生山崩；以压倒优势获胜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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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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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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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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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81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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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84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85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86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87 mira 1 ['mairə] n.（鲸鱼星座中的）薴藁增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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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mountaintop 1 ['mauntintɔp] n.山顶

190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91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192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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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norgay 1 诺盖

194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95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196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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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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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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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

202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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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205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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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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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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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plural 1 ['pluərəl] adj.复数的 n.复数

21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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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qualification 1 [,kwɔlifi'keiʃən] n.资格；条件；限制；赋予资格

215 qualifications 1 [kwɒlɪfɪ'keɪʃnz] n. 资格，条件；合格证书（名词qualific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16 raymond 1 ['reimənd] n.雷蒙德（男子名）

217 reaches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218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19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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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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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23 restarted 1 英 [ˌriː 'stɑːt] 美 [ˌriː 'stɑːrt] v. 重新启动，重新开始 n. 重新开始；返聘

224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225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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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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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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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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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0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231 Sherpa 1 n.夏尔巴人（散居在喜马拉雅山两侧，主要在尼泊尔，少数散居于中国、印度和不丹） n.sherpa，羊羔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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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234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35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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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lows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238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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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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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tor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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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243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

244 suitable 1 ['sju:təbl] adj.适当的；相配的

245 surprisingly 1 adv.惊人地；出人意料地

246 tallest 1 ['tɔː lɪst] adj. 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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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Tenzing 1 登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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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hirds 1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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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53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254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255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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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258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259 unexpected 1 [,ʌnik'spektid] adj.意外的，想不到的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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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us 1 pron.我们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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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64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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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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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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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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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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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273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74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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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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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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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80 Zealander 1 n.西兰岛（丹麦最大的岛）(Zealand的变形)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