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25 [Arts and Culture] New Exhibits at Reopened National
Air and Space Museum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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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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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sorbing 1 [əb'sɔ:biŋ] adj.吸引人的；极有趣的 v.吸收（absorb的ing形式）

4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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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7 aerial 1 ['εəriəl] adj.空中的，航空的；空气的；空想的 n.[电讯]天线

8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9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0 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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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hmed 1 n.艾哈迈德（男子名）

12 air 4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3 aircraft 2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
14 airports 1 ['eəpɔː ts] 机场

15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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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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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9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0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2 and 2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3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24 Apollo 1 [ə'pɔləu] n.阿波罗（太阳神）；美男子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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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mstrong 2 ['ɑ:mstrɔŋ] n.阿姆斯特朗（美国宇航员，登月第一人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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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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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rtifact 1 ['ɑ:tifækt] n.人工制品；手工艺品

29 artifacts 2 ['ɑ rːtɪfækts] n. 人工制品；史前古器物 名词artifact的复数形式. =artefacts.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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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ssociate 1 [ə'səuʃieit, ə'səuʃiət, -eit] vi.交往；结交 n.同事，伙伴；关联的事物 vt.联想；使联合；使发生联系 adj.副的；联合的

32 asteroids 1 ['æstərɔɪdz] n. [天]小行星（在火星与木星之间）；[动]海星 名词asteroid的复数形式.

33 astronaut 1 ['æstrənɔ:t] n.宇航员，航天员；太空旅行者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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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36 background 2 ['bækgraund] n.背景；隐蔽的位置 vt.作…的背景 adj.背景的；发布背景材料的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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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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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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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42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43 brautigan 1 布朗特加

44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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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rothers 2 英 ['brʌðə(r)] 美 ['brʌðər] n. 兄弟；教友；同胞；<俚>老兄

46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47 built 2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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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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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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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52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3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54 cochran 1 科克伦（人名）

55 color 3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56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57 command 1 [kə'mɑ:nd] vi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 vt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；远望 n.指挥，控制；命令；司令部 n.(Command)人名；(法)科
芒

58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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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mmercial 1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
61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62 convert 1 [kən'və:t] vt.使转变；转换…；使…改变信仰 vi.转变，变换；皈依；改变信仰 n.皈依者；改变宗教信仰者 n.(Convert)人
名；(法)孔韦尔

63 cultural 2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64 curatorial 1 [,kjuərə'tɔ:riəl] adj.馆长的；管理者的；评议员的

65 Deborah 1 ['debərə] n.黛博拉（女子名）

66 denied 1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7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68 describing 1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
69 destination 1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
70 different 4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71 digital 3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72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73 discrimination 2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74 display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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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isplayed 1 [dis'pleid] adj.显示的 v.表现（display的过去分词）；展示；陈列

76 displays 1 [dɪsp'leɪz] n. 显示器；陈列品 名词display的复数.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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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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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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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ighteen 1 ['ei'ti:n] n.十八，十八个 adj.十八个的，十八的 num.十八

82 engaging 1 [in'geidʒiŋ] adj.迷人的 v.参加（engage的ing形式）；保证；雇用

83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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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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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entry 1 ['entri] n.进入；入口；条目；登记；报关手续；对土地的侵占

85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86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87 exhibit 2 [ig'zibit] vt.展览；显示；提出（证据等） n.展览品；证据；展示会 vi.展出；开展览会

88 exhibition 1 [,eksi'biʃən] n.展览，显示；展览会；展览品

89 exhibitions 2 [eksɪ'bɪʃnz] 制造业展览会

90 exhibits 6 [ɪɡ'zɪbɪt] v. 展览；陈列；展示；表现 n. 展品；展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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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xplains 2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93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 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4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95 fantastic 2 adj.奇异的；空想的；异想天开的；古怪的；极好的，极出色的；不可思议的；不切实际的 n.古怪的人

96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97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
98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99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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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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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lew 1 [flu:] v.飞，飞翔（fly的过去式） n.(Flew)人名；(英)弗卢

103 flown 1 v.飞行（fly的过去分词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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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lyer 1 [flaiə] n.传单；飞鸟；飞行物；飞跳；孤注一掷 n.(Flyer)人名；(英)弗莱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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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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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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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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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gallery 3 ['gæləri] n.画廊；走廊；旁听席；地道 vt.在…修建走廊；在…挖地道 vi.挖地道 n.(Gallery)人名；(英)加勒里

112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113 gender 2 ['dʒendə] n.性；性别；性交 vt.生（过去式gendered，过去分词gendered，现在分词gendering，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，形
容词genderless）

114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15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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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17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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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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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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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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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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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23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124 history 3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25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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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28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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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immersive 2 英 [ɪ'mɜːsɪv] 美 [ɪ'mɜ rːsɪv] adj. 使人沉醉的，拟真的，身临其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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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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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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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2 include 3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33 includes 2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34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35 incredible 1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
13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37 interactive 4 [,intər'æktiv] adj.交互式的；相互作用的

138 interest 2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39 interesting 2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140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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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invention 1 [in'venʃən] n.发明；发明物；虚构；发明才能

142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3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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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jackie 1 ['dʒæki] n.杰基（人名）

145 jeremy 1 ['dʒerimi] n.杰里米（男子名）

146 jet 1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
147 journey 2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148 Kinney 3 n. 金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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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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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152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53 licensed 1 ['laisənst] adj.得到许可的（等于licenced） v.许可；批准（license的过去分词）

154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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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ocations 1 英 [ləʊ'keʃəns] 美 [loʊ'keʃəns] n. 地点；位置；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.

156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57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58 loving 1 ['lʌviŋ] adj.亲爱的；钟情的；忠诚的 n.(Lov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洛文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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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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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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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3 manipulate 1 [mə'nipjuleit] vt.操纵；操作；巧妙地处理；篡改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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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echanical 1 [mi'kænikəl] adj.机械的；力学的；呆板的；无意识的；手工操作的

166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67 module 1 ['mɔdju:l, -dʒu:l] n.[计]模块；组件；模数

16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69 mo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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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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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museum 10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172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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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neal 1 [ni:l] n.尼尔（人名）

174 neil 1 [ni:l] n.尼尔（男子名）

175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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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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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bject 2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179 objects 3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180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1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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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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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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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86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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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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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akistan 1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190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191 passenger 1 ['pæsindʒə] n.旅客；乘客；过路人；碍手碍脚的人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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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4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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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pilo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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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iloted 1 ['paɪlətɪd] adj. 有人驾驶的 动词pil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8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99 pla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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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lanes 1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
201 planets 4 [p'lænɪts] 行星

20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03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04 powered 1 ['pauəd] adj.有动力装置的；以…为动力的 n.促进（powe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提供动力

205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206 preserved 1 [pri'zə:vd] adj.保藏的；腌制的；喝醉的 n.(Preserved)人名；(英)普里泽夫德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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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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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qualified 1 ['kwɔlifaid] adj.合格的；有资格的 v.限制（qualify的过去分词）；描述；授权予

210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211 racer 1 ['reisə] n.比赛者；比赛用的汽车

212 racing 1 ['reisiŋ] n.赛马；竞赛 vi.赛马（race的ing形式）；竞赛 adj.比赛的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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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15 reflect 1 vt.反映；反射，照出；表达；显示;反省 vi.反射，映现；深思

216 reflects 1 [rɪ'flekt] v. 反映；反射；反省；归咎；显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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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relation 1 [ri'leiʃən] n.关系；叙述；故事；亲属关系

218 relatives 1 [relə'tɪvz] n. 亲戚

219 reopened 2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20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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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22 respond 1 [ri'spɔnd] vi.回答；作出反应；承担责任 vt.以…回答 n.应答；唱和

223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224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25 roles 1 ['rəʊlz] n. 角色（名词role的复数形式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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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cale 2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228 seconds 1 ['sekəndz] n. 秒，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

229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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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eeing 2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31 senses 1 [[sens] n. 感觉；意义；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.

232 s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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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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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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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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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肖

236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37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38 significance 1 [sig'nifikəns] n.意义；重要性；意思

239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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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42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43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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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ola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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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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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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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249 space 6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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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252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253 stimuli 1 ['stɪmjəlaɪ] n. 刺激；刺激物；色质 名词stimulus 的复数形式.

254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
255 stories 2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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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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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upersonic 1 [,sju:pə'sɔnik] adj.超音速的；超声波的 n.超音速；超声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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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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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61 Taylor 1 ['teilə] n.泰勒

262 tell 3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63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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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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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he 5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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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6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69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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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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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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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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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4 tour 2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275 trainer 1 n.助理教练；训练员；驯马师；飞行练习器；运动鞋 n.(Trainer)人名；(英、德)特雷纳

276 traveled 1 ['trævəld] adj.富有旅行经验的；旅客多的；旅客使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过去分词）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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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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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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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user 1 ['ju:zə] n.用户 n.使用者 n.(User)人名；(土)乌塞尔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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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vide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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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vis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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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285 visitors 2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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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288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289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290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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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2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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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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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韦尔

295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296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97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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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9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0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01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02 women 3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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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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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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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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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7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08 wright 3 [rait] n.制作者；工人

30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1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11 you 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1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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