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14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tar Trek's William Shatner
Becomes Oldest Man to Fly in Spac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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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ace 13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4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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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of 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bezos 7 n. 贝索斯

7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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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shatner 7 n. 沙特纳

9 and 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0 blue 6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11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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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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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origin 6 ['ɔridʒin, 'ɔ:-] n.起源；原点；出身；开端

15 star 6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16 trek 6 [trek] n.艰苦跋涉 vt.（牛）拉（货车）；搬运 vi.艰苦跋涉 n.(Trek)人名；(阿拉伯)特里克

1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8 actor 5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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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fligh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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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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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shi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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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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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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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passengers 4 旅客

27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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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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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ve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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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31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2 captain 3 ['kæptin] n.队长，首领；船长；上尉；海军上校 vt.指挥；率领

33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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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eart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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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flew 3 [flu:] v.飞，飞翔（fly的过去式） n.(Flew)人名；(英)弗卢

36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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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kirk 3 [kə:k] n.教会；苏格兰教会 n.(Kirk)人名；(德、丹)基尔克；(英)柯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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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laun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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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下水；
汽艇

39 oldest 3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40 rocket 3 ['rɔkit] vi.飞驰，飞快地移动；迅速增加 n.火箭 vt.用火箭运载

41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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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without 3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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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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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46 cre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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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48 door 2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49 extraordinary 2 adj.非凡的；特别的；离奇的；特派的

50 film 2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
51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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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fly 2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53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54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55 hope 2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56 James 2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57 July 2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58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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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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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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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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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maintain 2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
64 m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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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65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66 minutes 2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67 musk 2 [mʌsk] n.麝香；麝香鹿；麝香香味

68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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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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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passenger 2 ['pæsindʒə] n.旅客；乘客；过路人；碍手碍脚的人

72 person 2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73 pilot 2 ['pailət] n.飞行员；领航员 adj.试点的 v.驾驶；领航；试用 n.(Pilot)人名；(意、印)皮洛特；(法)皮洛

74 profound 2 [prə̍ faʊnd] adj.深厚的；意义深远的；渊博的

75 record 2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76 returned 2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77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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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she 2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·威妥玛)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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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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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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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82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83 tourism 2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84 welcome 2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85 William 2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86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87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88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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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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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mazon 1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92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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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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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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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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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7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98 audrey 1 ['ɔ:dri] n.奥德丽（女子名）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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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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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10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03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104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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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107 branson 1 n.布兰森（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城镇）

108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09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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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12 businessman 1 ['biznismæn] n.商人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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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15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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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钱斯

117 chris 1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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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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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ommentator 1 ['kɔmenteitə] n.评论员，解说员；实况播音员；时事评论者

121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22 cortese 1 n. 科特斯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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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reature 1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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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26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127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128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9 desert 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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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32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33 drove 1 n.畜群；牛群、羊群等；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(Drove)人名；德罗韦 v.驾驶（drive的过去式）；赶(牲畜)；(牲畜贩
子)买卖(牲畜)

134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35 edge 1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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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38 elon 1 [ɪ'lɒn] 埃伦(可溶性显影剂粉末)

139 emotion 1 [i'məuʃən] n.情感；情绪

140 engineer 1 [,endʒi'niə] n.工程师；工兵；火车司机 vt.设计；策划；精明地处理 vi.设计；建造

141 enjoyed 1 [ɪn'dʒɔɪd] v. 享受，喜欢（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2 enterprise 1 ['entəpraiz] n.企业；事业；进取心；事业心

143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44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45 f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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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47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48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49 fiction 1 ['fikʃən] n.小说；虚构，编造；谎言

150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151 films 1 [fɪlm] n. 电影；薄膜；胶卷 vt. 把 ... 拍成电影；给 ... 覆上一薄层；拍照片 vi. 变朦胧；拍摄电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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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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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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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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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58 funk 1 [fʌŋk] n.恐惧；怯懦；恐怖；臭味 vt.害怕；畏缩；使闻到臭味 vi.惊恐；畏缩；发出臭味 n.(Funk)人名；(瑞典、德、罗、
匈、捷)丰克；(英)芬克

159 galactic 1 [gə'læktik] adj.银河的；乳汁的

160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61 glen 1 [glen] n.峡谷；幽谷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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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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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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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gravity 1 ['græviti] n.重力，地心引力；严重性；庄严

166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67 guest 1 [gest] n.客人，宾客；顾客 vt.款待，招待 vi.作客，寄宿 adj.客人的；特邀的，客座的 n.(Guest)人名；(英)格斯特

168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
169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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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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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hello 1 [he'ləu, hə-] int.喂；哈罗 n.表示问候，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.(Hello)人名；(法)埃洛

172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73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
174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75 hugged 1 [hʌgɪd] adj. 拥抱的 动词hu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6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177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78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179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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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invited 1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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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Jacki 1 雅基

183 jeff 1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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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kee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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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87 lasted 1 ['lɑːstɪd] adj.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8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189 liftoff 1 ['liftɔf] n.发射；起飞时刻；搬走

190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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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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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94 meter 1 [mi:tə] n.米；仪表；[计量]公尺；韵律 vt.用仪表测量 vi.用表计量 n.(Meter)人名；(英)米特；(塞)梅特

195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19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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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99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200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201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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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ninety 1 ['nainti] n.九十 adj.九十的；九十岁的 num.九十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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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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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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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08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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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211 operates 1 英 ['ɒpəreɪt] 美 ['ɑːpəreɪt] v. 操作；运转；经营；动手术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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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rdinary 1 ['ɔ:dinəri, -neri-] adj.普通的；平凡的；平常的 n.普通；平常的人（或事）

21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15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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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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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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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parachute 1 ['pærə,ʃu:t] n.降落伞 vi.跳伞 空投

220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
221 pinch 1 [pintʃ] vt.捏；勒索；使苦恼；掐掉某物，修剪 n.匮乏；少量；夹痛 vi.夹痛；节省 n.(Pinch)人名；(英)平奇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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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24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225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226 Powers 1 n.能天使；力天使

22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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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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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31 rea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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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33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234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35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6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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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39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240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41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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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43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44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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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oftware 1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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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paceship 1 ['speisʃip] n.[航]宇宙飞船

248 spacex 1 n.太空探索技术公司（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）

249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250 starship 1 英 ['stɑ ʃːɪp] 美 ['stɑ rːʃɪp] n. 星际飞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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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253 tears 1 [tɪəs] n. 眼泪 tear的复数形式.

254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255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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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58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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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Tiberius 1 [tai'bi:riəs] n.提比略（古罗马皇帝）

26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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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262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63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26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65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266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67 us 1 pron.我们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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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virgin 1 ['və:dʒin] adj.处女的；纯洁的；未经利用的，处于原始状态的 n.处女

270 vries 1 弗里斯（人名）

271 wally 1 ['weili] adj.好的；第一流的；巨大的，高大的；令人喜爱的 n.傻瓜 n.(Wally)人名；(英)沃利；(阿拉伯)瓦利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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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7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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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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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27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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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0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8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82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83 zero 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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