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3 [As It Is] Teen Pilot Takes Step Closer to Circling the
Glob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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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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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s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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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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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her 5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7 Rutherford 5 ['rʌðəfəd] n.卢瑟福（英国物理学家，化学家）

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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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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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 of 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 solo 4 ['səuləu] n.独奏；独唱；独奏曲 adj.独奏的；独唱的；单独的 vt.单人攀登；单独驾 vi.单独表演；放单飞 adv.单独地

14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5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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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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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tri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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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9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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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21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22 adventure 2 [əd'ventʃə, æd-] n.冒险；冒险精神；投机活动 vt.冒险；大胆说出 vi.冒险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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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5 aviation 2 [,eivi'eiʃən] n.航空；飞行术；飞机制造业

26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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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29 ditch 2 [ditʃ] vt.在…上掘沟；把…开入沟里；丢弃 vi.开沟；掘沟 n.沟渠；壕沟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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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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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32 flying 2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33 for 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34 hopes 2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35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36 jakarta 2 [dʒə'kɑ:tə] n.雅加达（印尼首都，等于Djakarta）

37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38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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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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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40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41 northern 2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42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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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Russia 2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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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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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survive 2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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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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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waiz 2 魏兹

52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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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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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56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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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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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aircraft 1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
60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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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63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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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66 Belgian 1 ['beldʒən] adj.比利时的 n.比利时人

67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
68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69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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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72 circling 1 n.环骑 vt.盘旋，绕轨道运行（circle现在分词形式）

73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74 closest 1 [k'ləʊsɪst] adj. 最靠近的

75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76 continents 1 n. 大陆，大洲（continent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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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79 creativity 1 [,kriei'tiviti] n.创造力；创造性

80 crossing 1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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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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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84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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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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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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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89 engine 1 ['endʒin] n.引擎，发动机；机车，火车头；工具

90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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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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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exciting 1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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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97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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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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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l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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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fl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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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reezing 1 ['fri:ziŋ] adj.冰冻的；严寒的；冷冻用的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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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05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06 globe 1 [gləub] n.地球；地球仪；球体 vt.使…成球形 vi.成球状

107 grou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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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hardest 1 ['hɑːdɪst] adv. 极难地 adj.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.

109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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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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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普

112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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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15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16 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
117 inspire 1 [in'spaiə] vt.激发；鼓舞；启示；产生；使生灵感

118 inspires 1 英 [ɪn'spaɪə(r)] 美 [ɪn'spaɪər] vt. 鼓舞；激发；产生；赋予...灵感 vi. 吸入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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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0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21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
122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23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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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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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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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7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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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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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30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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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mathematics 1 [,mæθə'mætiks] n.数学；数学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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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minus 1 ['mainəs] prep.减，减去 n.负号，减号；不足；负数 adj.减的；负的 n.(Minus)人名；(英)米纳斯

13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36 nineteen 1 [,nain'ti:n] num.十九

137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138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9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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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142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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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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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145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146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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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49 rec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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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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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152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53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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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servi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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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Siberia 1 [sai'biəriə] n.西伯利亚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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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159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160 stops 1 英 [stɒp] 美 [stɑːp] v. 停止；阻止；停留 n. 停止；逗留；车站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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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talked 1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163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164 teen 1 [ti:n] n.青少年（等于teenager）；愤怒；悲哀 adj.十几岁的（等于teenaged）

165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166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167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168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69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7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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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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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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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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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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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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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177 WITS 1 [wɪts] n. 机智；智力；智慧 名词wit的复数形式.

178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179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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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1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18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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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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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youngest 1 ['jʌŋgist] n.最小的儿子；年纪最小的人 adj.最年轻的

186 Zara 1 ['zɑ:rɑ:; 'dzɑ:-] n.扎拉（南斯拉夫西部港市扎达尔）；西班牙一品牌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