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17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cientists Grow Plants in Dirt
from Moon 词汇表词汇表

1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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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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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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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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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gricultural 1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
9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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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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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anything 2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5 Apollo 5 [ə'pɔləu] n.阿波罗（太阳神）；美男子

16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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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tificial 1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19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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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h 1 [æʃ] n.灰；灰烬 n.(Ash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阿什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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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astronauts 3 ['æstrənɔː 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
23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2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5 back 2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26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7 b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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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29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0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31 bhattacharya 2 巴塔查里亚

32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33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4 biology 2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35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36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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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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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38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9 collected 2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40 communications 1 英 [kəmjuːnɪ'keɪʃ(ə)nz] 美 [kə̩ mjuːnɪ'keɪʃənz] n. 通信技术；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41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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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43 cress 2 [kres] n.[园艺]水芹；十字花科植物

44 crews 1 [kru ]ː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
45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46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47 digging 1 ['digiŋ] n.挖掘，采掘 v.挖掘，发掘（dig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48 dirt 4 [də:t] n.污垢，泥土；灰尘，尘土；下流话

49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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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51 dunn 1 n. 邓恩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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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eart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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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55 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56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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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59 experiment 3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
60 explorers 1 [ɪk'splɔ:rəz] n. 探险家；探索者，探测者；集合对象（explorer的复数形式）

61 exposed 2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
62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63 ferl 2 费尔

64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65 finally 2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66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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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Florida 3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68 flowering 1 ['flauəriŋ] n.开花；饰以花 adj.开花的

69 flows 1 [f'ləʊz] n.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.

70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71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2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
73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74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5 fu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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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77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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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80 geologic 1 [,dʒiəu'lɔdʒik] adj.地质的；地质学上的

81 Gilroy 2 n.吉尔罗伊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）；吉尔罗伊（人名） n.(Gilroy)人名；(英)吉尔罗伊

82 glass 1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83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84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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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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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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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grams 1 n. <非正式> 祖母； 外祖母 n. 克（重量单位） 名词gram的复数形式

87 grew 3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88 grow 5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89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90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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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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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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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eated 1 ['hi:tid] adj.热的；激昂的；激动的 v.加热；使兴奋（heat的过去分词）

95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96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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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ydroponic 1 [,haidrəu'pɔnik] adj.水栽的，水耕法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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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01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102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03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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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4 indoor 1 ['indɔ:] adj.室内的，户内的

10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06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07 intensely 1 [in'tensli] adv.强烈地；紧张地；热情地

108 interplanetary 1 [,intə'plænitəri] adj.太阳系内的；行星间的

109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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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12 joking 1 英 ['dʒəʊkɪŋ] 美 ['dʒoʊkɪŋ] adj. 戏谑的；开玩笑的 动词jok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13 kid 1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114 kidding 1 ['kɪdɪŋ] n. 开玩笑 n. 产羔 动词kid的现在分词.

115 kilograms 1 ['kɪləgræm] 千克； 公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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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landed 1 ['lændid] adj.拥有土地的；陆地上的 v.登陆，登岸（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

118 landers 1 n.兰德斯（男子名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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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21 lava 1 ['lɑ:və, 'lævə] n.火山岩浆；火山所喷出的熔岩 n.(Lava)人名；(西、意)拉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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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24 lies 1 [laɪ] v. 躺下；位于；在于；平放；存在；延伸；说谎 n. 谎言

125 lighting 1 ['laitiŋ] n.照明设备，舞台灯光 v.照明；点燃（light的ing形式）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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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loc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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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locked 1 [lɒkɪd] adj. 锁定的 动词l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29 longer 2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30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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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luna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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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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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Madison 1 ['mædisən] n.麦迪逊（姓氏）；麦迪逊（美国城市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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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arcia 1 ['mɑ:sjə] n.玛西亚（拉丁女战神）

136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37 meaning 2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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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39 meteorite 1 ['mi:tiərait] n.陨星；流星

140 micrometeorite 2 [,maikrəu'mi:tjərait] n.微小陨石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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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143 missions 1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
144 mixtures 1 混合料

145 moo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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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moonwalker 1 ['muːnwɔː kə] 月面行走者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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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148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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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50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151 nasa 4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152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53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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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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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56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57 nutrient 1 ['nju:triənt] n.营养物；滋养物 adj.营养的；滋养的

158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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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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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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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optimize 2 ['ɔptimaiz] vt.使最优化，使完善 vi.优化；持乐观态度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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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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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灭；驱逐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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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particle 1 ['pɑ:tikl] n.颗粒；[物]质点；极小量；小品词

168 particles 2 ['paː tɪklz] n.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.

169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170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171 planted 1 [plaː ntɪd] adj.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.

172 planting 3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3 plant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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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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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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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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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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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178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179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180 p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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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泰、缅)布

181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182 radiation 1 n.辐射；放射物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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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尔

184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8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86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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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89 results 3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90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191 reuse 1 [,ri:'ju:z, ,ri:'ju:s, 'ri:ju:s] n.重新使用，再用 vt.再使用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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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194 rock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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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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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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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拉伯)赛义德

197 say 1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198 sciences 1 科学

199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200 scientists 6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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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eeds 1 [siː 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03 seemed 1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204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05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206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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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7 Simon 1 ['saimən] n.西蒙（男子名）

208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09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10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11 sm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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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212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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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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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soil 10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214 solar 1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
215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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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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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pace 3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19 spacesuit 1 ['speis,sju:t] n.航天服；太空服

220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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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pots 1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
223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24 step 2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225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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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tressed 1 [strest] adj.紧张的；感到有压力的 v.强调（stress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加压力

228 study 2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29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230 stunted 1 ['stʌntid] adj.发育不良的；成长受妨碍的；长得矮小的 v.阻碍…发展（stun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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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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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urprised 2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3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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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thale 2 n. 塔勒(在德国；东经 11º03' 北纬 51º46')

237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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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the 5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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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4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42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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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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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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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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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47 timing 1 ['taimiŋ] n.定时；调速；时间选择 v.为…安排时间；测定…的时间（time的ing形式）

248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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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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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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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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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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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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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volcanic 1 [vɔl'kænik] adj.火山的；猛烈的；易突然发作的 n.火山岩

257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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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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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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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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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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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265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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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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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9 wore 1 [wɔ:] v.穿（衣服等）；戴（首饰等）；装着（wear的过去式）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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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271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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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74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75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76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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