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5 [As It Is] Divers Looking for Old Warplane Find Part of
Space Shuttl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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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5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6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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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piece 8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8 shuttle 8 ['ʃʌtl] n.航天飞机；穿梭；梭子；穿梭班机、公共汽车等 vt.使穿梭般来回移动；短程穿梭般运送 vi.穿梭往返

9 i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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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 nasa 6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11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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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par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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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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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d 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5 challenger 5 ['tʃælindʒə] n.挑战者 n.(Challenger)人名；(英)查林杰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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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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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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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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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found 4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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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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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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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anaveral 3 卡纳维拉尔（角）

27 cape 3 [keip] n.[地理]海角，岬；披肩 n.(Cape)人名；(塞)察佩；(英)凯普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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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r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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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t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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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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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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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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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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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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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olumbia 2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39 confirmed 2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40 cre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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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42 discovered 2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43 divers 2 ['daivə:z] adj.不同种类的，各式各样的 n.(Divers)人名；(英)戴弗斯；(法)迪韦尔

44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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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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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exploded 2 [ik'spləudid] adj.爆炸了的；分解的；被破除的 v.爆炸（explode的过去分词）

47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48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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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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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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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laun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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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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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legacy 2 ['legəsi] n.遗赠，遗产

55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56 meters 2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57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58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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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s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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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site 2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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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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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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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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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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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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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when 2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6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70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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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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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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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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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airplane 1 ['εəplein] n.飞机

7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8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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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80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81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82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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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astronauts 1 ['æstrənɔː 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
84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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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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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8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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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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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belly 1 ['beli] n.腹部；胃；食欲 vi.涨满；鼓起 vt.使鼓起 n.(Belly)人名；(法、意、葡)贝利

92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93 booster 1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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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)博顿

95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96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97 buried 1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8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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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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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hrista 1 n. 克丽斯塔

102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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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05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106 defect 1 ['di:fekt, di'f-, di'fekt] n.缺点，缺陷；不足之处 vi.变节；叛变

107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108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09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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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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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explosion 1 n.爆炸；爆发；激增 n.（Explosion）《引爆者》（一部中国动作、犯罪电影）。

113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14 fault 1 [fɔ:lt] n.故障；[地质]断层；错误；缺点；毛病；（网球等）发球失误 vi.弄错；产生断层 vt.（通常用于疑问句或否定
句）挑剔

115 faulty 1 ['fɔ:lti] adj.有错误的；有缺点的

116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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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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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flaw 1 n.瑕疵，缺点；一阵狂风；短暂的风暴；裂缝，裂纹 v.使生裂缝，使有裂纹；使无效；使有缺陷 vi.生裂缝；变的有缺陷

120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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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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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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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3 Hampshire 1 ['hæmpʃə] n.汉普郡（英国南部之一郡）

124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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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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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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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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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II 1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129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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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32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133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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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36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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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le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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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liftoff 1 ['liftɔf] n.发射；起飞时刻；搬走

140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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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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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44 mcauliffe 1 n.(McAuliffe)人名；(英)麦考利夫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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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
147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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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50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51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152 nex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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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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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55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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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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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15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0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61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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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164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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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66 prevents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167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168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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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recovered 1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1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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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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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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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san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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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178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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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181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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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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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185 skip 1 [skip] vi.跳跃；跳绳；遗漏；跳读 vt.跳过；遗漏 n.跳跃；跳读 n.(Skip)人名；(英)斯基普

186 skipped 1 [skɪpt] adj. 跳跃的；跳过的 动词sk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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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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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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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19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93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194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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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197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198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199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00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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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03 underside 1 ['ʌndəsaid] n.下面；阴暗面

204 unused 1 [,ʌn'ju:zd] adj.不用的；从未用过的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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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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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visitor 1 ['vizitə] n.访问者，参观者；视察者；候鸟

208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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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9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210 warplane 1 ['wɔ:plein] n.军用飞机，战斗机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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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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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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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15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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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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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8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1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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