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09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First Private Astronaut Crew
Launches to Space Station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oard 2 [ə'bɔ:d] adv.在飞机上；[船]在船上；在火车上 prep.在…上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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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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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 activities 3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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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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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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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1 aging 1 ['eidʒiŋ] n.老化；陈化，熟化

12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13 alegria 4 欢跃之旅；喜悦；阿里希亚

14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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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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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and 2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9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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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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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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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tronaut 6 ['æstrənɔ:t] n.宇航员，航天员；太空旅行者

24 astronauts 4 ['æstrənɔː 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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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x 2 [æks] vt.削减；用斧修整；解雇 n.斧头 n.(Ax)人名；(德、芬)阿克斯

27 axiom 9 ['æksiəm] n.[数]公理；格言；自明之理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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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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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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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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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ginnings 1 n. 开始，开端（beginning的复数）；早期

34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5 blu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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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37 brain 1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38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9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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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1 businessman 2 ['biznismæn] n.商人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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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44 b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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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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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nadian 1 [kə'neidiən] adj.加拿大（人）的 n.加拿大人

47 cancer 1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48 capabilities 1 [ˌkeɪp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；性能；容量

49 capability 1 [,keipə'biləti] n.才能，能力；性能，容量

50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51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52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53 chairman 1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
54 citizens 3 ['sɪtɪzənz] 公民

55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56 commander 1 [kə'mɑ:ndə] n.指挥官；司令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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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mmercial 4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
59 commercializing 1 英 [kə'mɜ ʃːəlaɪz] 美 [kə'mɜ rːʃlaɪz] v. 使商业化 =commercialise(英)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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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ompan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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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mpleted 2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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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65 Conner 2 ['kɒnə] n. <古>测试者；检验者

66 cooperate 1 [kəu'ɔpəreit] vi.合作，配合；协力

67 cosmonauts 1 n.俄国宇航员( cosmonaut的名词复数 )

68 crew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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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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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71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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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74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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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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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ragon 1 ['drægən] n.龙；凶暴的人，凶恶的人；严厉而有警觉性的女人 n.(Dragon)人名；(匈)德劳贡；(英、法、芬、罗、匈)德拉
贡

78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79 earth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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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conomy 2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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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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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ndeavor 1 [in'devə] n.努力；尽力（等于endeavour） vi.努力；尽力（等于endeavour） vt.努力；尽力（等于endeavour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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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86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87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88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89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90 executives 1 英 [ɪɡ'zɛkjʊtɪv] 美 [ɪg'zɛkjətɪv] adj. 行政的；决策的；经营的；[计算机]执行指令 n. 行政主管；行政部门；决策者

91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
92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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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experiments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95 eytan 1 埃唐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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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falcon 1 ['fælkən] n.[鸟]猎鹰；[鸟]隼 n.(Falcon)人名；(法、意、西、葡、罗、瑞典)法尔孔；(英)福尔肯

98 fighter 1 ['faitə] n.战士，斗争者；斗士；奋斗者；好战者

99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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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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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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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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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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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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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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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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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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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13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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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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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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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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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118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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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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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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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24 Houston 1 ['hju:stən] n.休斯顿（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）

125 imagined 1 [ɪ'mædʒɪn] vt. 想像；设想；料想；猜想；认为 vi. 想像

126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27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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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8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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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30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31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32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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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35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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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involving 3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37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8 Israeli 1 [iz'reili] adj.以色列的；以色列人的 n.以色列人

139 ISS 8 n. 工业标准规格

140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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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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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43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144 kam 1 abbr.重点客户经理（KeyAccountManager）；磨损修正系数存储器（KeepAliveMemory）；知识获取模块
（KnowledgeAcquisitionModule）

145 Kennedy 1 ['kenidi] n.肯尼迪（姓氏，美国第35任总统）

146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47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48 larry 1 ['læri] n.拌浆锄；小车，[矿业]斗底车

149 lates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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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launc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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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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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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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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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55 Leo 1 ['li:əu] n.狮子座；狮子（用于儿童故事寓言等）；利奥（男子名）

156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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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opez 4 n.洛佩斯（姓氏）

158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59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60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61 ma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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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63 Members 3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64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65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66 mission 10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167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168 nasa 5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16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70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1 observe 1 vt.庆祝 vt.观察；遵守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 vi.观察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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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of 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3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174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75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176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77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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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perated 1 ['ɒpəreɪtɪd] v. 操作；运动；运算；作战；见效；完成；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9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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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rbit 4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
181 orbiting 2 ['ɔː 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
182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183 origin 1 ['ɔridʒin, 'ɔ:-] n.起源；原点；出身；开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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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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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88 pathy 2 suff.表“病变”；表“疗法”；表“感觉” n.(Pathy)人名；(法)帕蒂；(匈)保蒂

189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190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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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ilo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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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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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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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96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197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198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199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00 private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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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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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03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204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05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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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0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9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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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1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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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14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
215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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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rides 1 [raɪd] v. 骑；乘 n. 交通工具；骑；乘车；搭便车

217 rocket 1 ['rɔkit] vi.飞驰，飞快地移动；迅速增加 n.火箭 vt.用火箭运载

218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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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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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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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223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224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225 sent 2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26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227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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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30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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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>稍微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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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pace 12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34 spacecraft 2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
235 spacex 5 n.太空探索技术公司（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）

236 specialists 1 ['speʃəlɪsts] n. 专家；专科医生 名词speacialist的复数.

237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38 station 3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239 stibbe 2 斯蒂布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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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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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43 team 5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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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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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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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50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51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2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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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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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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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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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7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58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59 tourist 1 ['tuərist] n.旅行者，观光客 adj.旅游的 vt.在旅行参观 vi.旅游；观光 adv.坐旅游车厢；坐经济舱

260 tourists 2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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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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63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
264 tri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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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rips 1 [trɪp] n. 旅行；摔倒；差错；轻快的步伐 vt. 使跌倒；使失败；使犯错；起锚；竖帆 vi. 绊倒；旅行；轻快地走；失误；
结巴

266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26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68 us 1 pron.我们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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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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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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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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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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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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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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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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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eightlessness 1 ['weitlisnis] n.失重；无重状态

27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0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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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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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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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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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