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20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Eight Nations Sign US-led
Artemis Moon Agreement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2 accords 1 英 [ə'kɔː d] 美 [ə'kɔː rd] n. 协议；一致；符合 v. 与...一致；给予；调解

3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4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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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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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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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0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11 agreement 3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2 agreements 4 [əɡ'riː mənts] n. 协定

13 allies 1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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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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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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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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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ab 1 ['ærəb] adj.阿拉伯的 n.阿拉伯人；阿拉伯马

20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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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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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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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rtemis 3 ['ɑ:timis] n.阿耳特弥斯（月亮与狩猎的女神）

24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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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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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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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28 bases 1 ['beisi:z] n.基础（base的复数形式）；根据；主要成分 n.(Bases)人名；(西)巴塞斯

29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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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32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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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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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36 broadest 1 [brɔː d] adj. 宽广的；清楚无误的；明显的；胸怀开阔的；粗俗的 n. <俚>女子

37 build 3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38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39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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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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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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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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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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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食品罐头

44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45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46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47 claimed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48 coalition 1 [,kəuə'liʃən] n.联合；结合，合并

49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50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51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52 consider 2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53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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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56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57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58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59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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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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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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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64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65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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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68 eight 2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69 emirates 1 United Arab Emirates (on the Trucial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)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(位于波斯湾)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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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stablish 1 [i'stæbliʃ] vt.建立；创办；安置 vi.植物定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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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74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75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76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77 exploration 1 [,eksplɔ:'reiʃən] n.探测；探究；踏勘

78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79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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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2 future 2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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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85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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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7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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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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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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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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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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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uman 3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94 humankind 1 [,hju:mən'kaind] n.人类（总称）

95 humans 2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96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97 i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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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8 inclusive 2 [in'klu:siv] adj.包括的，包含的

99 international 4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00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1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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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103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04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105 jim 1 [dʒim] n.吉姆（人名）

106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07 kingdom 1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108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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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law 2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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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13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14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15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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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16 lunar 2 ['lju:nə] adj.月亮的，月球的；阴历的；银的；微亮的 n.(Lunar)人名；(西)卢纳尔

117 luxembourg 1 ['lʌksəmbə:g, 'lju:ksɔŋ'bu:r] n.卢森堡（卢森堡公国首都）；卢森堡公国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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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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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21 Mars 1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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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mi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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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missions 1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
12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26 moo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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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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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28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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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nasa 8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130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31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32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33 norm 1 [nɔː m] n.标准，规范

134 norms 1 [nɔː ms] n. 规范 名词norm的复数形式.

135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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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8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39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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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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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142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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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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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45 outdated 1 [,aut'deitid] adj.过时的；旧式的 v.使过时（out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6 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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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ownership 1 ['əunəʃip] n.所有权；物主身份

148 partners 1 英 ['pɑ tːnə(r)] 美 ['pɑ rː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
149 pence 1 [pens] n.便士（penny的复数） n.(Pence)人名；(英)彭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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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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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154 planets 1 [p'lænɪts] 行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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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157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58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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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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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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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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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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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66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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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169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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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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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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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robotic 1 [rəu'bɔtik] adj.机器人的，像机器人的；自动的 n.机器人学

174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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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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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78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179 seeks 1 [siː k] vt. 寻求；追求；试图 vi. 寻找

180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181 settlements 1 ['setlmənts] 沉降量；定居点，殖民地（settlement的复数）

182 shand 2 n. 尚德

183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184 signed 2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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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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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pace 6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188 spaceflight 1 英 ['speɪsflaɪt] 美 ['speɪsˌflaɪt] n. 航天；宇宙飞行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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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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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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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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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upervised 1 ['sjuːpəvaɪzd] adj. 有监督的 superv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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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urround 1 [sə'raund] vt.围绕；包围 n.围绕物 adj.环绕立体声的

198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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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201 term 2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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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the 3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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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06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07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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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time 2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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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12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13 treaty 1 ['tri:ti] n.条约，协议；谈判

214 try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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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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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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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us 1 pron.我们

218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219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20 vehicles 1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
221 vi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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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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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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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26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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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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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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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9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30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231 z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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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zones 2 英 [zəʊn] 美 [zoʊn] n. 地域；地带；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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