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30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tudy Predicts Extreme Heat
Rise in US Population Center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solute 3 ['æbsəlju:t, ,æbsə'lju:t] adj.绝对的；完全的；专制的 n.绝对；绝对事物

2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3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4 achievement 1 n.成就；完成；达到；成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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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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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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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9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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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 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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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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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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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8 Arizona 2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19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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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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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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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Atlanta 1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22 Austin 2 ['ɔ:stin] n.奥斯丁（人名）；英国制汽车牌名

23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4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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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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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29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30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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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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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enters 3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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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ities 6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37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38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

39 combining 1 [kəm'bainiŋ] adj.化合的，结合性的 v.结合（combine的ing形式）

40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41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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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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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nsidered 3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45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46 cooling 1 ['ku:liŋ] adj.冷却的 n.冷却 n.(Cooling)人名；(英)库林

47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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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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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51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52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53 defined 1 [dɪ'faɪnd] adj. 有定义的；明确的，确定的，清晰的；轮廓分明的 v. 规定；限定；定义；解释（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过
去分词）

54 definitions 1 ['defɪnɪʃənz] n. 定义 名词definition的复数形式.

55 dependable 1 [di'pendəbl] adj.可靠的，可信赖的；可信任的

56 desirable 1 [di'zaiərəbl] adj.令人满意的；值得要的 n.合意的人或事物

57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58 disorders 1 英 [dɪs'ɔːdə(r)] 美 [dɪs'ɔːrdər] n. 混乱；杂乱；不适；失调；疾病 vt. 扰乱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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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61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62 effects 4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63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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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66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67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68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69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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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xposure 2 [ik'spəuʒə] n.暴露；曝光；揭露；陈列

72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73 extreme 14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74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75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(英)
法克特

76 factors 1 英 ['fæktə(r)] 美 ['fæktər] n. 因素；因数；因子 vt. 把 ... 因素包括进去 vi. 作为因素

77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78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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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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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2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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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85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86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87 gr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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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89 growth 2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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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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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93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4 heat 14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95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96 homeless 1 ['həumlis] adj.无家可归的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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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99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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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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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03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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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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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6 increases 6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07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08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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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1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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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leve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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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li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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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lists 1 ['lists] n.竞技场 竞技场围栏

116 loca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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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locals 1 ['ləʊklz] n. 当地

118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119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20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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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major 2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
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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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
124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25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126 migration 2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127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128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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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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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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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32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33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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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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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7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8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39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40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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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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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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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Orlando 1 [ɔ:'lændəu] n.奥兰多（美国城市名，男子名）

14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45 outage 1 ['autidʒ] n.储运损耗；中断供应；运行中断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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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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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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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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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hoenix 1 ['fi:niks] n.凤凰；死而复生的人 n.(Phoenix)人名；(英)菲尼克斯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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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莱斯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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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5 population 4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56 pow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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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157 predicted 3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158 predictions 1 [prɪ'dɪkʃnz] 预言

159 predicts 2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160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161 proceedings 1 [prə'si:diŋz] n.诉讼；行动（proceeding的复数形式）；会议记录；议程



162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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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164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65 relative 3 ['relətiv] adj.相对的；有关系的；成比例的 n.亲戚；相关物；[语]关系词；亲缘植物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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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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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69 researchers 7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70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171 resulting 1 [rɪ'zʌltɪŋ] adj.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.

172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173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174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75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176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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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78 sciences 1 科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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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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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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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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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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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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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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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189 sources 1 英 [sɔːs] 美 [sɔː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190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191 standard 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192 standards 1 [s'tændədz] n.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.

193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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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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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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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197 stud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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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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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200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01 temperature 2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202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203 texas 2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

204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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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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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he 3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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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0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10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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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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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14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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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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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7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1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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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21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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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us 2 pron.我们

223 visi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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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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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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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27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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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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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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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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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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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35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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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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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8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239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40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41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42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243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