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2-23 [As It Is] After Engine Incident, Boeing Calls for
Grounding 777 Jet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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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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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5 after 6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6 air 5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7 aircraft 4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
8 airline 2 ['εəlain] n.航空公司；航线 adj.航线的

9 airlines 9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10 airplane 1 ['εəplein] n.飞机

11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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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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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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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a 1 ['ɑ:nə, 'einə, 'ænə] n.语录；言论集；轶事 n.(Ana)人名；(土、葡、塞、西、罗)安娜(女名)，阿纳

16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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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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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20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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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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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 aviation 1 [,eivi'eiʃən] n.航空；飞行术；飞机制造业

25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26 barred 1 [bɑ:d] adj.被禁止的；有条纹的 v.（用栅栏）阻挡（bar的过去式）

27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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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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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32 blade 2 [bleid] n.叶片；刀片，刀锋；剑

33 blades 3 n. 刀片；刀刃 名词blade的复数形式.

34 blew 1 [blu:] blow的过去式

35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36 boeing 8 ['bəuiŋ] n.波音（客机）

37 bright 2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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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0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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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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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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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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44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4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6 cloud 1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(法)
克卢；(英)克劳德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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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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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50 company 4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51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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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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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55 crash 1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自闯入

56 crashes 1 [kræʃ] v. 撞击；坠毁；发出巨响；崩溃；破产；<俚>宿夜 n. 轰隆声；猛撞；崩溃；暴跌；垮台；粗布 adj. 速成的

57 damage 2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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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60 Denver 1 ['denvə] n.丹佛（地名，美国城市）

61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62 discussing 1 [dɪ'skʌs] v. 讨论；论述；商量

63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64 drops 1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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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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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68 enforcing 1 英 [ɪn'fɔː s] 美 [ɪn'fɔː rs] vt. 强迫；强制；实施；执行；加强

69 engine 16 ['endʒin] n.引擎，发动机；机车，火车头；工具

70 engines 3 ['endʒɪn] n. 发动机；引擎；机车；火车头 vt. 给 ... 装引擎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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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73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4 explosion 2 n.爆炸；爆发；激增 n.（Explosion）《引爆者》（一部中国动作、犯罪电影）。

75 faa 2 abbr. (美国)联邦航空局(=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) abbr. 共同海损及特殊海损均不赔偿(=Free of All Average)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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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78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79 fan 4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
80 feared 1 v.畏惧(f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为…忧虑（或担心、焦虑）；敬畏（神等）；感到害怕

81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82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83 flash 2 [flæʃ] vt.使闪光；反射 n.闪光，闪现；一瞬间 vi.闪光，闪现；反射 adj.闪光的，火速的 n.(Flash)人名；(西)弗拉什

84 flew 1 [flu:] v.飞，飞翔（fly的过去式） n.(Flew)人名；(英)弗卢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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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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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flying 3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87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8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
89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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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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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grounded 2 adj.理性的；理智的；接触地面的 v.停（ground的过去式）；触地

93 grounding 1 ['graundiŋ] n.[电]接地；基础；搁浅；（染色的）底色 v.[电]接地（ground的ing形式）；搁浅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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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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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awaii 1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9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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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00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01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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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2 incident 3 ['insidənt] n.事件，事变；插曲 adj.[光]入射的；附带的；易发生的，伴随而来的

103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4 infrastructure 1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105 inspection 2 [in'spekʃən] n.视察，检查

106 inspections 1 n. 检查；视察；安全检测（inspection的复数）

107 inspectors 1 n. 检查员，巡视员（inspector的复数形式）；检查器

108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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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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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japan 4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112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113 jet 1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
114 jets 2 [dʒet] n. 喷气式飞机；喷口；喷射；喷气式发动机 v. 喷射；喷出；搭乘喷射式飞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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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ki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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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18 Korean 1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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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landed 1 ['lændid] adj.拥有土地的；陆地上的 v.登陆，登岸（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

121 landing 1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
122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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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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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25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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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lef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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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8 ligh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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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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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30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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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32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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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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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ax 2 n.]完全；彻底；最大限度；最大量；最大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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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38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139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140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
141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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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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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45 Naha 2 ['nɑ:hɑ:] n.那霸（日本冲绳岛西南岸港市）

146 narrowly 1 ['nærəuli] adv.仔细地；勉强地；狭窄地；严密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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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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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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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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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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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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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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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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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59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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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160 passenger 1 ['pæsindʒə] n.旅客；乘客；过路人；碍手碍脚的人

161 passengers 2 旅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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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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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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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plane 4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168 planes 8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
169 posted 2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0 Pratt 5 [præt] n.普拉特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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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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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17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74 regulator 1 n.调整者；监管者；校准器

175 regulators 1 英 ['regjʊleɪtəz] 美 ['regjə̩ leɪtəz] n. 调节器；调整者；调节阀；稳定器；标准钟 名词regulator的复数形式.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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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7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
178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179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80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181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182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183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18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85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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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7 saf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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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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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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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91 Saturday 2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192 saw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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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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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195 service 3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196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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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howed 3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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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201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02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03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04 storage 1 ['stɔridʒ] n.存储；仓库；贮藏所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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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207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208 suffered 2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9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10 suspend 4 [sə'spend] vt.延缓，推迟；使暂停；使悬浮 vi.悬浮；禁赛

211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212 takeoff 2 起飞 开始 起跳 起跳的，起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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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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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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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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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he 5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17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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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9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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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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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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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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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3 Tokyo 1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
22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25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226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227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228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29 trouble 2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230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231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232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33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34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5 urging 1 [ɜːdgɪŋ] adj. 催促的；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.

236 us 1 pron.我们

237 us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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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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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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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voluntarily 1 ['vɔləntərili] adv.自动地；以自由意志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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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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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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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248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49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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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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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Whitney 5 ['hwitni] n.惠特尼（女子名）；惠特尼山（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部）

253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4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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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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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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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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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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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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