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8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Near Total Lunar Eclipse to
Happen on Friday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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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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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eclipse 17 [i'klips] vt.使黯然失色；形成蚀 n.日蚀，月蚀；黯然失色

6 moo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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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8 will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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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lunar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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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1 Friday 8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2 full 8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3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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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nasa 7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15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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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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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earth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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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happen 6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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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merica 5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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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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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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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names 5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26 partial 5 ['pɑ:ʃəl] adj.局部的；偏爱的；不公平的

27 shadow 5 n.阴影；影子；幽灵；庇护；隐蔽处 vt.遮蔽；使朦胧；尾随；预示 vi.变阴暗 adj.影子内阁的

28 able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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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aver 4 ['bi:və] n.海狸；海狸皮毛 n.(Beaver)人名；(英)比弗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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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parts 4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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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33 total 4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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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sia 3 ['eiʃə] n.亚洲

36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37 early 3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38 frost 3 [frɔst] vt.结霜于；冻坏 vi.结霜；受冻 n.霜；冰冻，严寒；冷淡 n.(Frost)人名；(英、捷、葡、瑞典、德、匈、罗、丹、俄)
弗罗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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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hours 3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40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41 north 3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42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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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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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peak 3 [pi:k] n.山峰；最高点；顶点；帽舌 vt.使达到最高点；使竖起 vi.消瘦；到达最高点；变憔悴 adj.最高的；最大值的 n.
(Peak)人名；(英)皮克

45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6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7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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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visible 3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
4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0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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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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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ppear 2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54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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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 atmosphere 2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56 Australia 2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57 autumn 2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5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9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60 begin 2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61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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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entury 2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64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65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66 evening 2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
67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68 frosty 2 ['frɔsti] adj.结霜的，严寒的；冷淡的；灰白的

69 fur 2 [fə] n.皮，皮子；毛皮；软毛 n.水垢 vt.用毛皮覆盖；使穿毛皮服装 n.(Fur)人名；(法)菲尔；(瑞典)富尔

70 happens 2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71 interpretation 2 [in,tə:pri'teiʃən] n.解释；翻译；演出

72 late 2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73 longest 2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74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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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moons 2 [muːn] n. 月亮；月球 v. 闲逛；虚度；露光臀示人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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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morning 2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79 name 2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80 northeastern 2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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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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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passes 2 ['paː sɪz] n. 途径；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.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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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86 s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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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snow 2 [snəu] n.雪，积雪；下雪 vi.降雪 vt.使纷纷落下；使变白 n.(Snow)人名；(英)斯诺

88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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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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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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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traditional 2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92 utc 2 abbr. 美国联合技术公司(=united technology corporation) abbr. 协调世界时(=Universal Time Coordinated)(过去曾用格林威治平均
时GMT来表示)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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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within 2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95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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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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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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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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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almanac 1 ['ɔ:lmənæk] n.年鉴；历书；年历

103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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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06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7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08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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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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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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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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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beavers 1 英 ['biː və(r)] 美 ['biː vər] n. 海狸； 獭皮(帽)； <粗>女性生殖器 n. 护面甲 vi. 卖力地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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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116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117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118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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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121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22 clouds 1 [k'laʊdz] n. 云；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.

123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124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125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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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127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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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130 cultures 1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
131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132 darker 1 英 [dɑːk] 美 [dɑ rːk] adj. 黑暗的；深色的 n. 黑暗；暗处；深色调 v. 使变黑；变黑

133 darkest 1 英 [dɑːk] 美 [dɑ rːk] adj. 黑暗的；深色的 n. 黑暗；暗处；深色调 v. 使变黑；变黑

134 darkness 1 ['dɑ:knis] n.黑暗；模糊；无知；阴郁

135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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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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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ust 1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
139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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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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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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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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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Falls 1 [fɔ:ls] n.[水文]瀑布；陨石 v.下降（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Falls)人名；(英)福尔斯

147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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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150 frosts 1 英 [frɒst] 美 [frɔː st] n. 霜；霜冻；严寒 v. 结霜；冻死；用糖衣装饰

151 froze 1 [frəuz] v.冻结；凝固；冻住（freeze的过去式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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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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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伯、巴基)哈伊

155 hair 1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156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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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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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60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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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hunters 1 n. 亨特斯(在美国；西经 118º12' 北纬 48º09')

163 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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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66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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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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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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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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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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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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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layer 1 n.层，层次；膜；[植]压条；放置者，计划者 vt.把…分层堆放；借助压条法；生根繁殖；将（头发）剪成不同层次 vi.
形成或分成层次；[植]通过压条法而生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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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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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79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80 loo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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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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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184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85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186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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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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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190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91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92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3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194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95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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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198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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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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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04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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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206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07 projected 1 [prə'dʒektɪd] adj. 规划中的；突出的；投影的 动词proj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08 publicized 1 ['pʌblɪsaɪz] v. 宣传；公布；广告

209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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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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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reach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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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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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214 redder 1 [redə] adj. 更红的 形容词red的比较级形式.

215 reddish 1 ['rediʃ] adj.微红的；略带红色的 n.(Reddish)人名；(英)雷迪什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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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18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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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econds 1 ['sekəndz] n. 秒，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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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22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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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25 snowfall 1 ['snəufɔ:l] n.降雪；降雪量

226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227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28 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
229 stages 1 [steɪdʒ] n. 舞台；戏剧；阶段；步骤；行程 v. 上演；举行；组织；筹划；使出现

230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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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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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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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unlight 1 ['sʌnlait] n.日光 n.(Sunlight)人名；(英)森莱特

235 sunrises 1 n.日出（时分），黎明( sunrise的名词复数 )

236 sunsets 1 n.日落（时），薄暮( sunset的名词复数 ); 晚霞

237 surfaces 1 英 ['sɜ fːɪs] 美 ['sɜ rːfɪs] n. 表面；外表；平面 adj. 表面的；肤浅的 vt. 在 ... 上加表层；使 ... 成平面 vi. 浮到水面；显露；在
表面工作

238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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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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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42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3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244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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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47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248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249 traps 1 [træps] n.[计]陷阱；圈套（trap的复数形式）；手提行李；随身用物品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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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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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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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2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253 us 1 pron.我们

25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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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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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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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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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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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watchers 1 n.观看的人，观察的人( watcher的名词复数 )

261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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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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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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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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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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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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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69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270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271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272 witness 1 ['witnis] n.证人；目击者；证据 vt.目击；证明；为…作证 vi.作证人 n.(Witness)人名；(津)威特尼斯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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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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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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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Zealand 1 ['zi:lənd] n.西兰岛（丹麦最大的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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