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-05-12 [Arts and Culture] Sea Life Stars in Video by Miami
Business 词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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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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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3

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5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6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7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8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9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10 alchemy 2 ['ælkimi] n.点金术；魔力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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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13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14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5 ambient 2 ['æmbiənt] adj.周围的；外界的；环绕的 n.周围环境
16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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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Anderson 1 ['ændəsn] n.安德森市（美国印第安纳州）；安德森（男子名）
19 anemone 1 n.银莲花；银莲花属；海葵（seaanemone）
20 anemones 1 n. 阿内莫纳（音译名）；银莲花属植物；海葵（名词anemone的复数形式）
21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22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23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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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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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aquarium 1 [ə'kwεəriəm] n.水族馆；养鱼池；玻璃缸
26 aquariums 1 英 [ə'kweəriəm] 美 [ə'kweriəm] n. 水族馆；养鱼缸 词根：aqu-（表示水）
27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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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29 aren 3 阿伦
30 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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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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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rtists 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32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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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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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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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36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37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3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39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0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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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longs 1 英 [bɪ'lɒŋ] 美 [bɪ'lɔːŋ] vi. 应归入；属于
42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43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44 benefitting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45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46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47 bottom 1 ['bɔtəm] n.底部；末端；臀部；尽头 adj.底部的 vt.装底；测量深浅；查明真相 vi.到达底部；建立基础 n.(Bottom)人名；
41

(英)博顿

brain 1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49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50 brightly 1 ['braitli] adv.明亮地；鲜明地；生辉地
51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52 business 5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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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camera 4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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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

的）食品罐头

captur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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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58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59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56
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61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62 Cody 1 ['kəudi] n.科迪（姓氏）
63 colin 1 ['kɔlin] n.科林（男子名）
64 colored 1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65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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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67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68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69 coral 13 ['kɔ:rəl] n.珊瑚；珊瑚虫 adj.珊瑚的；珊瑚色的 n.(Cor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)科拉尔
70 corals 3 珊瑚
7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72 creatures 3 ['kriː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73 cruise 2 [kru:z] vi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vt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n.巡航，巡游；乘船游览 n.(Cruise)人名；(德)克鲁伊泽；(英)克鲁斯
74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75 curt 1 [kə:t] adj.简略的；简要的；草率的；简单粗暴的 n.(Curt)人名；(法)屈尔；(英)柯特；(德、西、芬、罗、瑞典)库尔特
76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60
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77

day

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described 2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79 designs 2 [dɪ'zaɪn] n. 设计；图样；图案；目的 v. 设计；计划
80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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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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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83 dolphins 1 ['dɒlfɪn] n. 海豚 名词dolphin的复数形式.
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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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

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86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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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 environment 4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89 essentially 1 [i'senʃəli] adv.本质上；本来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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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
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92 fil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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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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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 fishing 1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95 flower 2 ['flauə] n.花；精华；开花植物 vi.成熟，发育；开花；繁荣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用花装饰 n.(Flower)人名；(英)弗劳尔
96 fluorescence 2 [fluə'resns] n.荧光；荧光性
97 foord 9 n. 富德
98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99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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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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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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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91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od 2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104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05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106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107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103
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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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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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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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12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108

名；(英)海伊

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14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15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116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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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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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119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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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22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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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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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ackson 1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124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125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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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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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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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127 larg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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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29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130 life 4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131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126
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like
133 line
1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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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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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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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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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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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137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138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139 manatees 1 n.海牛（水生哺乳动物，体宽扁，尾圆，有鳃状肢）( manatee的名词复数 )
140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41 marine 2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
136

名；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143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144 mckay 4 n. 麦凯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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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146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147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148 Miami 4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149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150 mix 1 [miks] vt.配制；混淆；使混和；使结交 vi.参与；相混合；交往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乱 n.(Mix)人名；(德、英)米克斯
151 mixes 1 [mɪks] v. 混合；掺入；合成；联系；融合；介入 n. 混合(物)；融合
152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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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42

以)莫雷

morphologic 2 [,mɔ:fə'lɔdʒik] adj.形态学（上），形态学的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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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53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usic 3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156 musician 1 [mju:'ziʃən] n.音乐家
157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158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159 nets 1 [net] n. 网；网状物 adj. 净余的；纯粹的
16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161 nylon 1 ['nailɔn] n.尼龙，[纺]聚酰胺纤维；尼龙袜
162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163 ocean 3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164 oceanic 1 ['əuʃi'ænik] adj.海洋的；海洋产出的；在海洋中生活的；广阔无垠的
165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166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167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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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16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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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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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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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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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2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73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174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175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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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

莱斯
177

2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plant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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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 popular 2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180 port 3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178
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182 pow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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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1
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183
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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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ress

priceless 1 ['praislis] adj.无价的；极贵重的；非常有趣的 n.非卖品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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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84

的

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187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188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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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191 quiet 1 adj.安静的；安定的；不动的；温顺的 n.安静；和平 vt.使平息；安慰 vi.平静下来
192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193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194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195 reef 2 [ri:f] n.暗礁；[地质]矿脉；收帆 vt.收帆；缩帆 vi.缩帆；收帆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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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97 relaxing 1 [ri'læksiŋ] adj.令人轻松的 v.放松；休息（relax的ing形式）；缓和；松懈
198 repeat 1 [ri'pi:t] vt.重复；复制；背诵 n.重复；副本 vi.重做；重复发生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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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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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201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202 revealed 1 [ri'vi:ld] v.透露（reveal的过去式）；显示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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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86

人名；(英)赖特
204

rocks 2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206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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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

拉伯)赛义德
207

1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sand

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209 science 3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2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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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211 sea 6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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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3 sells 2 [sel] v. 出售；卖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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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hi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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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6 shipping 1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217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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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5

肖

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220 shown 2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221 shrimp 1 [ʃrimp] n.虾；小虾；矮小的人 vi.捕虾 adj.有虾的；虾制的
22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223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224 skeletons 1 n. 骷髅；骨骼（skeleton的复数）；流言（歌曲名）
225 small 2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219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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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6
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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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sounds 2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228

形式）

soundtrack 1 ['saʊndtræk] n. 声道；电影配乐；电影原声带
231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232 staghorn 1 英 ['stæghɔːn] 美 ['stægˌhɔːn] n. 雄鹿的角；石松；大珊瑚的一种
233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234 sticks 1 [stɪks] n. 偏远的乡村；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.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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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237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238 swimwear 1 英 ['swɪmweə(r)] 美 ['swɪmwer] n. 游泳衣
239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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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1 tech 2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242 technological 1 [,teknə'lɔdʒikəl] adj.技术的；工艺的
243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244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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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5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46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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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7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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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250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51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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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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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0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253

times

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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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

to

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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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ransforms 1 [træns'fɔːm] vt. 改变；转换 vi. 改变；变形；变态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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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55

结巴

undersea 2 ['ʌndəsi:] adj.水下的；海面下的
258 underwater 2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259 unexpected 1 [,ʌnik'spektid] adj.意外的，想不到的
260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261 us 1 pron.我们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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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3 uses 2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26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265 vacation 1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266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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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8 video 5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269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270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271 views 1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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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3 waterway 1 ['wɔ:təwei, 'wɔ-] n.航道；水路；排水沟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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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 w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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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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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57

韦尔

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278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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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277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28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283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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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81
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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