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-11-03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pace Station Marks 20 Years
of People Living in Orbit 词汇表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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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bout

activated 1 ['æktiveitid] adj.活性化的；活泼的 v.使激活；使活动起来；有生气（activate的过去分词）
3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5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6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7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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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0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11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2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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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5 and 2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16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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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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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0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1 arriving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22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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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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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4 astronauts 3 ['æstrənɔː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25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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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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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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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28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29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30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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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bill 2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33 blueprint 2 ['blu:print] vt.计划；制成蓝图 n.蓝图，设计图；计划
34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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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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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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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

的）食品罐头

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39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40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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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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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斯

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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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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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
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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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ommander 2 [kə'mɑ:ndə] n.指挥官；司令官
47 commanders 1 Commander Islands in the Bering Sea 白令海群岛军队司令官
48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49 communication 2 n.通讯，[通信]通信；交流；信函
50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51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52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53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54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55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56 containing 1 [kən'teɪnɪŋ] n. 包含；包括 v. 容纳；包含；抑制；克制（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）
57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58 continuous 1 [kən'tinjuəs] adj.连续的，持续的；继续的；连绵不断的
59 controllers 1 [kənt'rəʊləz] 控制器
60 cooperation 1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61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62 count 1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(人
46

名)

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64 crew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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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crewmate 1 ['kruːmeɪt] n. 同船工作之船员；同机工作的机员
66 crews 1 [kruː]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67 darkened 1 ['daːkənd] adj. 昏黑的 动词dark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68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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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3

土)达伊

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70 depending 1 [dɪ'pendɪŋ] n. 依赖；信任；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71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72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73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74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75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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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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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78 drinks 1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79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80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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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83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84 electrical 1 [i'lektrikəl] adj.有关电的；电气科学的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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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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87 enough 4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88 equipment 2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89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90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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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
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92 experiments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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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95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96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97 fiel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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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91
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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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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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 fl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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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 football 1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103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04 form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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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106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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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109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10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111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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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00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1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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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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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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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16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113

伯、巴基)哈伊

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118 hardly 1 ['hɑ:dli] adv.几乎不，简直不；刚刚
119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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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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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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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2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123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124 heated 1 ['hi:tid] adj.热的；激昂的；激动的 v.加热；使兴奋（heat的过去分词）
125 hectare 1 ['hektɑ:] n.公顷（等于1万平方米）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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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17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12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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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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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

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29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130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131 ho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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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

特

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133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34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135 humid 2 ['hju:mid] adj.潮湿的；湿润的；多湿气的
136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137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138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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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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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140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141 internation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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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9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143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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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4 invitation 1 n.邀请；引诱；请帖；邀请函
145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46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147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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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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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150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51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152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153 junk 1 [dʒʌŋk] n.垃圾，废物；舢板 n.(Junk)人名；(德、捷)容克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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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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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156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157 krikalev 4 克里卡列夫
158 laboratories 1 英 [lə'bɒrətri] 美 ['læbrətɔːri] n. 实验室
159 large 2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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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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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162 later 3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163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161

水；汽艇

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165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66 left 2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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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1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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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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70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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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172 likened 1 ['laɪkən] v. 比作；比拟；使像
173 liquids 1 ['lɪkwɪdz] 液体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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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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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6 living 5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169

(英)利文

lone 1 [ləun] adj.单身的；独自的；寂寞的；人迹稀少的 n.(Lone)人名；(西、肯)洛内；(丹)隆娜；(缅)伦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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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7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17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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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okout 1 n.监视；监视哨；警戒；守望者；担心的事；前景
181 machinery 1 n.机械；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装置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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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3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180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18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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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e

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186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185
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188 marks 1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189 Mars 1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190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191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192 memorable 1 ['memərəbl] adj.显著的，难忘的；值得纪念的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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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 minutes 2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195 Mir 1 [miə] n.米尔（沙俄时代的一种村社组织） n.(Mir)人名；(法、西、印、阿拉伯、土库、阿塞、巴基、伊朗、哈萨、乌兹、
187

塔吉、吉尔、阿富)米尔

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197 missions 1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198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199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200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201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202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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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96

以)莫雷
203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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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st

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205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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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narrow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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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 nasa 4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209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210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2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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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12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213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214 objects 2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215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216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217 O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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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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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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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221 operated 1 ['ɒpəreɪtɪd] v. 操作；运动；运算；作战；见效；完成；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22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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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3 orb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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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 orbital 1 ['ɔ:bitəl] adj.轨道的；眼窝的
225 organized 2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22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227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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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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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

杰；(法)帕日

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230 panel 1 ['pænl] n.仪表板；嵌板；座谈小组，全体陪审员 vt.嵌镶板 n.(Panel)人名；(英、法)帕内尔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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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les 1 ['paːtɪklz] n.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.
233 partners 1 英 ['pɑːtnə(r)] 美 ['pɑːr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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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236 performing 1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237 periodic 1 [,piəri'ɔdik] adj.周期的；定期的
238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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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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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243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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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2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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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ress

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247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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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

程式

project 1 [英 [prəˈdʒek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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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0 projects 2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251 questions 2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252 radio 1 ['reidiəu] n.收音机；无线电广播设备 vi.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.用无线电发送 n.(Radio)人名；(西)拉迪奥
253 recalled 1 [rɪ'kɔːl] n. 回忆；取消；召回 vt. 召回；恢复；回想起；唤起；与 ... 相似
254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2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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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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56 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257 remembered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258 remembers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259 removing 1 [riː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60 repair 1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261 repairs 1 [rɪ'peəz] n.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.
262 repeat 1 [ri'pi:t] vt.重复；复制；背诵 n.重复；副本 vi.重做；重复发生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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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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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266 reunion 1 n.重聚；（班级或学校的）同学会，同窗会
267 rooms 2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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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55

人名；(英)朗宁

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270 Russian 2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271 Russians 1 n. 俄罗斯人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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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

拉伯)赛义德
27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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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275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276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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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8 seemed 1 [siːm] vi. 似乎；好像
279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280 Sergei 1 n. 塞奇
281 served 2 英 [sɜːv] 美 [sɜːr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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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4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284 shephard 1 谢泼德(姓氏)
285 shepherd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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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 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287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288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289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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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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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293 skylab 1 ['skailæb] n.太空实验室
294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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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83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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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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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6

>稍微
298

soon

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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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ace 28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300 spacecraft 1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301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302 spent 5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303 station 23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304 sticky 2 ['stiki] adj.粘的；粘性的
305 stints 1 [stɪnt] v. 节省；限制；<古>停止 n. 节约；限制；定额的工作；滨鹬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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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7 stretch 1 vt.伸展,张开；（大量地）使用，消耗（金钱，时间）；使竭尽所能；使全力以赴； vi.伸展；足够买（或支付） n.伸
299

展，延伸 n.(Stretch)人名；(英)斯特雷奇

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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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0 sunrises 1 n.日出（时分），黎明( sunrise的名词复数 )
311 sunsets 1 n.日落（时），薄暮( sunset的名词复数 ); 晚霞
31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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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

的）售得金额

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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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14

(土)塔勒

tenths 1 n.十分位（tenth的复数形式）
317 term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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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8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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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
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t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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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1 the 5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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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3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324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325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32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327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32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329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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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0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331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332 three 4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333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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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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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5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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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4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4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337 toilet 3 ['tɔilit] n.厕所，盥洗室；梳妆，打扮 vi.梳妆，打扮 vt.给…梳妆打扮
338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339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340 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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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6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341

tourist

1 ['tuərist] n.旅行者，观光客 adj.旅游的 vt.在旅行参观 vi.旅游；观光 adv.坐旅游车厢；坐经济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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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343 tower 2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344 traveler 1 ['trævlə] n.旅行者；旅客；旅行推销员（等于traveller）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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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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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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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42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twenty 2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349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350 unity 1 ['ju:niti] n.团结；一致；联合；个体 n.(Unity)人名；(英)尤妮蒂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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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2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353 us 2 pron.我们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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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5 usefulness 1 ['ju:sfulnis] n.有用；有效性；有益
35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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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8 Virginia 2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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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0 visitors 2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361 VOA 1 英 [ˌviː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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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3 wa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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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48
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365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364

的；荒芜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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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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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8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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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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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66

韦尔

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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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2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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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0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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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5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376 wiring 1 ['waiəriŋ] n.[电]接线，架线；线路；金属线缝术 v.装电线（wire的现在分词）
377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378 women 3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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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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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3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382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38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384 years 8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385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3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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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6

yuri 1 n. 尤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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