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-03-31 [Arts and Culture] Britain's 'Shark House' Becomes
Protected Landmark 词频表
the 4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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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4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5 Heine 10 ['hainə] n.海涅（Heinrich，1797-1856，德国诗人）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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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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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Hanson 8 n.韩氏兄弟合唱团（美国乐队组合）；汉森（姓氏）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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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shark 8 [ʃɑ:k] n.鲨鱼；骗子 vi.诈骗 vt.敲诈
10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11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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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ulpture 7 ['skʌlptʃə] n.雕塑；雕刻；刻蚀 vt.雕塑；雕刻；刻蚀 vi.从事雕刻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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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t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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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

通话·威妥玛)

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6 Magnus 5 ['mægnəs] n.马格纳斯力；鲁班结
17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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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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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

伯)赛义德
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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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bout

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1 ho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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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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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art 3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22
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b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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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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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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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28 house 3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24

名；(英)豪斯
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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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1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2 put 3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30

(泰、缅)布
33

strange

3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朗

格

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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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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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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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37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38 absurd 2 [əb'sə:d] adj.荒谬的；可笑的 n.荒诞；荒诞作品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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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41 believed 2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42 bomb 2 [bɔm] vt.轰炸，投弹于 vi.轰炸，投弹；失败 n.炸弹
43 bombs 2 英 [bɒm] 美 [bɑːm] n. 炸弹 vt. 轰炸；投弹于 vi. 投弹；失败
44 council 2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45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46 father 2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47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48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49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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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1 historic 2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52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53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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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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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

landmark 2 n.[航]陆标；地标；界标；里程碑；纪念碑；地界标；划时代的事 adj.有重大意义或影响的 n.（瑞典、挪）兰德马
克（人名）

local 2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57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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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 message 2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59 mode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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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56
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myth 2 [miθ] n.神话；虚构的人，虚构的事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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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0

土)奥韦尔

Oxford 2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63 protected 2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64 roof 2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65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66 son 2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62

(姓)；(越)山

statue 2 ['stætju:, -tʃu] n.雕像，塑像 vt.以雕像装饰
68 street 2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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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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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toilet 2 ['tɔilit] n.厕所，盥洗室；梳妆，打扮 vi.梳妆，打扮 vt.给…梳妆打扮
72 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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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最高
67

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Ukraine 2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74 us 2 pron.我们
75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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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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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77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80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81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82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83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84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85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86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87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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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 artwork 1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90 asks 1 英 [ɑːsk] 美 [æsk] v. 询问；请求；邀请；要求；开价；期待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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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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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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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omic 1 [ə'tɔmik] adj.原子的，原子能的；微粒子的
94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95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96 August 1 ['ɔːgəs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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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

古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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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99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00 bodily 1 ['bɔdili] adv.整体地；亲自地；以肉体形式 adj.身体的；肉体的 n.(Bodily)人名；(英)博迪利
101 bowl 1 [bəul] n.碗；木球；大酒杯 vi.玩保龄球；滑动；平稳快速移动 vt.投球；旋转；平稳快速移动
102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103 Buckley 1 巴克利（姓氏）
104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105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106 calls 1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107 captured 1 英 ['kæptʃə(r)] 美 ['kæptʃər] vt. 捕获；占领；夺取；吸引；(用照片等)留存 n. 捕获；战利品
108 carving 1 ['kɑ:viŋ] n.雕刻；雕刻品；雕刻术 v.雕刻（carve的ing形式） n.(Carving)人名；(瑞典)卡尔温
109 civilians 1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110 clay 1 [klei] n.[土壤]粘土；泥土；肉体；似黏土的东西 vt.用黏土处理 n.(Cl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克莱
111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112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97
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crashed 1 [kræʃt] adj.失事的 v.碰撞，坠落，破产，垮台（crash的过去式）；崩溃
114 crashing 1 ['kræʃiŋ] adj.彻底的；最好的；猛撞的 v.打碎（crash的ing形式）
115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116 declaration 1 [,deklə'reiʃən] n.（纳税品等的）申报；宣布；公告；申诉书
117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118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119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120 dove 1 [dʌv] n.鸽子；鸽派人士 v.潜水（dive的过去式） n.(Dove)人名；(英)达夫；(德、法)多弗
121 England 1 n.英格兰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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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3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1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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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125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126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127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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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9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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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4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famously 1 ['feiməsli] adv.著名地；极好地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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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1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sh 1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134 flushed 1 [flʌʃt] adj.激动的；心情愉快的 v.使激动；排水（fl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脸发红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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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6 foolish 1 ['fu:liʃ] adj.愚蠢的；傻的
137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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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9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140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41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142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143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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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133
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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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Hiroshima 1 [,hi:rəu'ʃi:mə; 'hirɔʃimə] n.广岛市（日本本州岛西南部港市）
148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146
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50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151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152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153 incites 1 [ɪn'saɪt] v. 煽动；刺激；激励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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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56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157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158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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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0 laughing 1 ['lɑ:fiŋ, 'læf-] adj.可笑的；高兴的；带笑的 n.笑；笑声 v.笑（laugh的ing形式）
161 laughter 1 ['lɑ:ftə, 'læf-] n.笑；笑声
162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149

(英、缅、柬)劳

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164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65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166 Libya 1 ['libiə] n.埃及以西的北非地方古名；利比亚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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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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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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

make

1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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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71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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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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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 molding 1 ['məuldiŋ] n.模塑；铸造；装饰用的嵌线
176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177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170
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179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180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181 nor 1 [nɔ:, 弱 nə] conj.也不；也不是 adv.也不；也没有 n.(Nor)人名；(中)挪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马来、俄)诺尔；(柬)诺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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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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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84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85 nuclear 1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186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187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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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9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19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91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178

灭；驱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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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

page

19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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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195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196 pipe 1 [paip] n.管；烟斗；笛 vi.吹笛；尖叫 vt.用管道输送；尖声唱；用管乐器演奏 n.(Pipe)人名；(匈)皮佩；(英)派普
197 planes 1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198 positioning 1 [pə'ziʃəniŋ] n.[计]定位；配置，布置 v.[计]定位（position的现在分词）；放置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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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94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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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202 protest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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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200

尔

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20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207 recognition 1 [,rekəg'niʃən] n.识别；承认，认出；重视；赞誉；公认
208 removal 1 [ri'mu:vəl] n.免职；移动；排除；搬迁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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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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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211 ridiculous 1 [ri'dikjuləs] adj.可笑的；荒谬的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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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0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ses 1 [raɪz] vi. 上升；升起；增加；起床；反抗；复活 n. 上升；增加；斜坡；小山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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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15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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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3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aw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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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 sculptor 1 [skʌlptə] n.雕刻家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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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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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seeking 1 [siː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222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223 shock 1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217
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silly 1 adj.愚蠢的；不明事理的；没头脑的 n.傻瓜 n.(Silly)人名；(匈)希伊；(法)西利
225 smash 1 [smæʃ] vt.粉碎；使破产；溃裂 n.破碎；扣球；冲突；大败 vi.粉碎；打碎 adj.了不起的；非常轰动的；出色的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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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

>稍微

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228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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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30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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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233 sticking 1 ['stikiŋ] adj.粘的；有粘性的 n.粘辊；附着；坚持性 v.粘住，坚持（stick的ing形式）
234 stone 1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227

(英)斯通
235

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237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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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36

(土)塔勒

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240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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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9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242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243 Tripoli 1 ['tripəli] n.硅藻岩；硅藻土 n.(Tripoli)人名；(意、葡)的黎波里
244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245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246 unseen 1 [,ʌn'si:n] adj.看不见的，未看见的；未经预习的 n.（事前未看过原文的）即席翻译
247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248 vehicle 1 ['viː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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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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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1 VOA 1 英 [ˌviː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2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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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arplanes 1 n.军用机( warplane的名词复数 )
25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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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2

的；荒芜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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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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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7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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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55
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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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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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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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63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64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265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266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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