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24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Low Water Levels Uncover
Many Hidden Object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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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ident 1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3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4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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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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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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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1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2 aircraft 1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
13 Alps 3 [ælps] n.阿尔卑斯山脉

14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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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7 and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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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 archeologists 2 n.考古学家（archeologist的复数形式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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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2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3 arrow 2 ['ærəu] n.箭，箭头；箭状物；箭头记号 vt.以箭头指示；箭一般地飞向 n.(Arrow)人名；(英)阿罗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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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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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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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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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30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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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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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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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C 1 [ˌbiː 'siː ] abbr. 公元前(=Before Christ) =B.；C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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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
36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7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38 betting 1 ['betiŋ] n.打赌；赌博 v.打赌（bet的ing形式）；断言

39 blick 1 [blɪk] n. 耀光

40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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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ody 3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42 bomb 2 [bɔm] vt.轰炸，投弹于 vi.轰炸，投弹；失败 n.炸弹

43 borgo 1 n. 博尔戈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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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46 Buddhist 1 ['budist] n.佛教徒 adj.佛教的

47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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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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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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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pacity 1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
51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52 centimeter 1 ['senti,mi:tə] n.[计量]厘米；[计量]公分

53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54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55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
56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7 climbers 2 [k'laɪməz] 脚扣

58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59 Colorado 1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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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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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63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64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65 crashed 1 [kræʃt] adj.失事的 v.碰撞，坠落，破产，垮台（crash的过去式）；崩溃

66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67 crime 2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68 cuts 2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69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70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1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72 Danube 1 ['dænju:b] n.多瑙河（位于欧洲）

73 dates 1 [deɪt] n. 日期；年代；会晤时间；约会；约会对象；枣椰树；枣子 v. 给 ... 标明日期；确定年代；过时；显老；和 ... 约
会；追溯到

74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75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76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77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78 discovered 3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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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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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1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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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dropped 2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83 dry 3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84 dump 2 vt.倾倒；倾卸；丢下，卸下；摆脱，扔弃；倾销 vi.倒垃圾；突然跌倒或落下；卸货；转嫁（责任等） n.垃圾场；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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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；无秩序地累积 n.（英）邓普（人名，男子教名Humphrey、Humphry的昵称）

85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86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87 eart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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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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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91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92 evacuate 1 [i'vækjueit] vt.疏散，撤退；排泄 vi.疏散；撤退；排泄

93 evacuated 1 [ɪ'vækjʊeɪtɪd] adj. 撤退的；疏散的 动词evacu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94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95 expose 1 [ik'spəuz] vt.揭露，揭发；使曝光；显示

96 exposed 1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
97 extremely 2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98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99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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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02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03 flooded 1 adj. 充满的，充斥的；浸没的，淹没的；灌溉的 v. 淹没，发生水灾（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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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06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07 found 6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08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109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0 frozen 1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
111 gambling 2 ['gæmbliŋ] n.赌博；投机 v.赌博；打赌（gamble的ing形式） n.(Gambling)人名；(英)甘布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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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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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glacier 3 ['glæsjə] n.冰河，冰川

115 glaciers 3 [ɡ'læsiəz] 冰川

116 goodman 1 ['gudmæn] n.主人；（对男性的敬称）君；家长；丈夫；父亲 n.(Goodman)人名；(英、意)古德曼；(德)戈德曼

117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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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9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20 happy 2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21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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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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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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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eading 1 ['hediŋ] n.标题；（足球）头球；信头 v.用头顶（head的ing形式） n.(Heading)人名；(英)黑丁

125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26 hidden 2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27 highest 2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28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129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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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31 human 3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32 ice 2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133 II 2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134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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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5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36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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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8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9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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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142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43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44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45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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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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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kilogram 1 ['kiləugræm] n.公斤；千克

148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49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50 lake 8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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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as 2 [læs] abbr.阿拉伯国家联盟（LeagueofArabStates）；大气科学实验室（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）；光敏开关
（LightActivatedSwitch）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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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55 lawyer 1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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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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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eave 2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59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60 levels 7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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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63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64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65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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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6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67 l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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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69 lowered 2 ['laʊəd] adj. 降低的 动词low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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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171 manufactured 1 [mænjʊ'fæktʃəd] adj. 制成的；人造的 动词manufact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2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73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74 mayor 2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175 mead 3 [mi:d] n.蜂蜜酒；草地 n.(Mead)人名；(英)米德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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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77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78 melted 1 [meltid] adj.融化的；溶解的 v.融化；溶解（melt的过去式）

179 melting 2 ['meltiŋ] adj.融化的；溶解的；动人的；感伤的 v.融化（melt的ing形式）

180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81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82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83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84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85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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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mountain 2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187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188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89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190 narrow 1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191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192 near 3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93 neon 2 ['ni:ɔn, -ən] n.霓虹灯；氖（10号元素，符号Ne） n.(Neon)人名；(德)内翁；(俄)涅翁

194 Nevada 1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19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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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98 Norway 1 ['nɔ:wei] n.挪威（北欧国家名）

199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00 objects 7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201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02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03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04 old 4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05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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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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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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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209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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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rganiz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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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1 Oscar 1 ['ɔskə] n.（美）奥斯卡金像奖；钱；奥斯卡（男子名）

212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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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14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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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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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17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218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219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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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lane 3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221 Po 1 [pəu] abbr.人事军官（PersonnelOfficer）；邮政汇票（postalorder）；邮局（postoffice） n.波河

222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23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224 prehistoric 1 [,pri:hi'stɔrik] adj.史前的；陈旧的

225 pre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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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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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9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230 reef 1 [ri:f] n.暗礁；[地质]矿脉；收帆 vt.收帆；缩帆 vi.缩帆；收帆

231 remains 3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32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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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5 representing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36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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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239 river 5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240 Rivers 2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241 Russell 1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42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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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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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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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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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erbia 1 ['sə:biə] n.塞尔维亚（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）

248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249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250 shaft 2 [ʃɑ:ft, ʃæft] n.拍杆；[机]轴；箭杆；杆状物 vt.利用；在……上装杆

251 shoe 1 [ʃu:] n.鞋；蹄铁；外胎 vt.给……穿上鞋；穿……鞋 n.(Shoe)人名；(英)休

252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53 slope 1 [sləup] n.斜坡；倾斜；斜率；扛枪姿势 vi.倾斜；逃走 vt.倾斜；使倾斜；扛

254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55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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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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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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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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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60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
261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262 state 2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263 States 2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264 statues 1 [s'tætʃuːz] 现状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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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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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)斯通

267 Stonehenge 1 n.巨石阵；史前时期巨大石柱群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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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tyle 2 [stail] n.风格；时尚；类型；字体 vt.设计；称呼；使合潮流 vi.设计式样；用刻刀作装饰画 n.(Style)人名；(英)斯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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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72 sunk 1 [sʌŋk] adj.凹陷的 vi.下沉（sink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273 sunken 2 ['sʌŋkən] adj.沉没的；凹陷的；比周围低的 v.沉没（sink的过去分词）；下沉

274 surfac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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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urprises 2 v.使惊奇，使诧异( surprise的第三人称单数 ); 意外发现[撞见]，出其不意获得

276 suspected 1 英 [səs'pektɪd] 美 [sə'spektɪd] adj. 可疑的；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7 Swiss 3 [swis] adj.瑞士的；瑞士人的；瑞士风格的 n.瑞士人；瑞士腔调

278 technical 1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
279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280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281 terrain 1 [te'rein, tə-, 'terein] n.[地理]地形，地势；领域；地带

282 than 4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283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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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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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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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7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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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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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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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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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2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93 town 2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294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95 uncover 1 [,ʌn'kʌvə] vt.发现；揭开；揭露 vi.发现；揭示；揭去盖子

296 uncovered 2 [,ʌn'kʌvəd] adj.无覆盖物的；[保险]未保险的；无盖的 v.揭露（uncover的过去分词）；脱帽致敬；移去覆盖物

297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98 unexpected 1 [,ʌnik'spektid] adj.意外的，想不到的

299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00 usage 1 ['ju:zidʒ] n.使用；用法；惯例

301 Vegas 2 [veigəs] n.维加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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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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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304 virgilio 1 n. 维尔吉利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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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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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warming 2 ['wɔ:miŋ] n.加温，暖和；气温升高 adj.让人感到暖和的 v.加温；兴奋；同情（warm的ing形式） n.(Warming)人名；
(丹、瑞典)瓦明

308 warships 3 ['wɔː ʃɪps] 军舰

30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0 wate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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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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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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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weapon 1 ['wepən] n.武器，兵器

315 weather 3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31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17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18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319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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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22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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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4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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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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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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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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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9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30 wreck 2 [rek] n.破坏；失事；残骸；失去健康的人 vt.破坏；使失事；拆毁 vi.失事；营救失事船只

331 wreckage 1 ['rekidʒ] n.（失事船或飞机等的）残骸；（船只等的）失事

332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33 wwii 1 abbr. =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

334 xinhua 1 ['zɪnhwə] 新华社

335 Yangtze 1 ['jæŋtsi] n.长江，扬子江

33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37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338 years 7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39 Zermatt 1 n.策马特（位于瑞士瓦莱斯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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