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07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Three Scientists Win Nobel
Physics Prize for Black Hole Research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3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ha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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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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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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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black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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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8 holes 11 英 [həʊlz] 美 [hoʊlz] n. 洞；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.

9 ghez 8 盖

10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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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4 Nobel 6 [nəu'bel] n.诺贝尔（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，发明炸药，创设诺贝奖）；诺贝尔（姓氏）

15 physics 6 ['fiziks] n.物理学；物理现象

16 prize 6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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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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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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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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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2 object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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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4 Penrose 5 ['penrəuz] n.潘罗斯（姓氏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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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ent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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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Einstein 4 ['ainstain] n.爱因斯坦（著名物理学家）

28 genzel 4 根策尔

29 picture 4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30 scientists 4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31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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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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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universe 4 ['ju:nivə:s] n.宇宙；世界；领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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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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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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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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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9 bi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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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ot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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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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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ommittee 3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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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galaxy 3 n.[天]星系；银河系（theGalaxy）；一群显赫的人 n.三星智能手机品牌2015年三星中国公布Galaxy的中文名称为“盖乐
世”（Galaxy） [复数galaxies]

45 hawking 3 ['hɔ:kiŋ] n.利用鹰行猎 v.袭击；翱翔；攫取（hawk的现在分词）

46 hole 3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尔

47 invisible 3 [in'vizəbl] adj.无形的，看不见的；无形的；不显眼的，暗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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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50 relativity 3 [,relə'tivəti] n.相对论；相关性；相对性

51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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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stars 3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53 supermassive 3 ['sjuːpəmæsɪv] adj. [天]特大质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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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6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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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understand 3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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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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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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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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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3 awarded 2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64 bang 2 [bæŋ] n.刘海；重击；突然巨响 adv.直接地；砰然地；突然巨响地 vt.重击；发巨响 n.(Bang)人名；(英、乍)班；(芬、德、
丹)邦

65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66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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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mpact 2 [kəm'pækt, 'kɔmpækt] n.合同，契约；小粉盒 adj.紧凑的，紧密的；简洁的 vt.使简洁；使紧密结合

68 escape 2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69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70 exist 2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71 exotic 2 [,ig'zɔtik] adj.异国的；外来的；异国情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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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4 galaxies 2 ['ɡæləksi] n. 银河；星系；一群杰出的人

75 general 2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76 Germany 2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77 gravity 2 ['græviti] n.重力，地心引力；严重性；庄严

78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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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9 half 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80 hard 2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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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81 heavy 2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82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83 huge 2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84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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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light 2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86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87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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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milky 2 ['milki] adj.乳白色的；牛奶的；乳状的；柔和的；混浊不清的 n.(Milky)人名；(巴基)米尔基

89 million 2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90 nothing 2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91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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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puzzle 2 ['pʌzl] vt.使…困惑；使…为难；苦思而得出 vi.迷惑；冥思苦想 n.谜；难题；迷惑

94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95 recognizing 2 ['rekəgnaɪzɪŋ] v. 承认；认出，识别（动词recogniz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96 rees 2 n. Rees公司

97 renaissance 2 [ri'neisns] n.新生；再生；复活

98 science 2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99 smaller 2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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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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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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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theory 2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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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06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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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together 2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10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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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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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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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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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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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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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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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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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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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lbert 1 ['ælbət] n.艾伯特（男子名）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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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ndrea 1 ['ændriə; ɔ:n'dreiə] n.安德里亚（男子名）

123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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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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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126 appealing 1 [ə'pi:liŋ] adj.吸引人的；动人的；引起兴趣的；恳求似的 v.恳求（appeal的ing形式）；将…上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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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stronomer 1 [ə'strɔnəmə] n.天文学家

129 astronomers 1 n.天文学者，天文学家( astronomer的名词复数 )

130 astronomy 1 [ə'strɔnəmi] n.天文学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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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33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34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35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36 Berkeley 1 ['bə:kli] n.伯克利（姓氏）；贝克莱（爱尔兰主教及哲学家）；伯克利（美国港市）

137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38 blocks 1 ['blɒks] n.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.

139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40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141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4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43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44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145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46 celebrates 1 ['selɪbreɪt] v. 庆祝；庆贺；颂扬

147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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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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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151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152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153 curie 1 ['kjuri] n.[核]居里（姓氏）

154 deepen 1 ['di:pən] vt.使加深；使强烈；使低沉 vi.变深；变低沉

155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5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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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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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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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61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162 discoveries 1 [dɪ'skʌvəri] n. 发现；发现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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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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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5 donna 1 ['dɔnə, 'dɔ:nnɑ:] n.堂娜（女子名）；（意）女士（置于女士名字前的尊称，相当于Mada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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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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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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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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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enters 1 英 ['entə(r)] 美 ['entər] v. 进入 【计算机】送入

171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172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73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74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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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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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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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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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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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formation 1 [fɔ:'meiʃən] n.形成；构造；编队

181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182 fueled 1 [fjuːədl] adj.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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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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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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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87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188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89 goeppert 1 格佩特

190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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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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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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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halt 1 [hɔ:lt] vi.停止；立定；踌躇，犹豫 n.停止；立定；休息 vt.使停止；使立定 n.(Halt)人名；(德、芬)哈尔特

196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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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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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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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201 heavyweight 1 ['heviweit] n.重量级拳击手；有影响的人物；聪明绝顶的人 adj.重量级的；特别厚重的

202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203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204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205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
206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207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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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interes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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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211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212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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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keck 1 [kek] vi.想吐；作呕；极为讨厌 n.(Keck)人名；(英、德)凯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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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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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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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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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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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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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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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26 Maria 1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
227 Marie 1 ['mɑ: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228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229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230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231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232 math 1 [mæθ] n.数学（等于mathematics） n.(Math)人名；(德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思

233 mathematics 1 [,mæθə'mætiks] n.数学；数学运算

234 max 1 n.]完全；彻底；最大限度；最大量；最大数

235 mayer 1 [meiə] n.迈尔（热容量单位） n.(Mayer)人名；(英)迈耶；(西、法)马耶尔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瑞典、芬)迈尔

236 mixing 1 ['mɪksɪŋ] n. 混合；混频 动词mix的现在分词.

237 monster 1 ['mɔnstə] n.怪物；巨人，巨兽；残忍的人 adj.巨大的，庞大的

238 monsters 1 ['mɒnstəz] 怪物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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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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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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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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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44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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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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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observatory 1 [əb'zə:vitəri, ɔb-] n.天文台；气象台；瞭望台

248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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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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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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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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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54 Oxford 1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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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57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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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Planck 1 [pla:ŋk] n.普朗克（德国物理学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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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61 Prizes 1 [praɪz] n. 奖品；奖金；奖赏 vt. 珍视；估价 adj. 奖品的；得奖的；一流的

262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63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264 proved 1 [p'ruːvd] v. 证明(证明是；检验；勘探；证明；试印)

265 pulls 1 [pʊl]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；吸引 n. 拉；拉力；引力；划船；影响力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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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reinhard 1 n. 莱因哈德

268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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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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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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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73 roger 1 ['rɔdʒə] int.好；知道了 n.罗杰（男子名）

274 royal 1 ['rɔiəl] adj.皇家的；盛大的；女王的；高贵的；第一流的 n.王室；王室成员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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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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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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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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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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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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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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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peeds 1 [spiː d] n. 速度；迅速 v. 加速；急行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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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tephen 1 ['sti:vən] n.斯蒂芬（男子名）

287 strange 1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朗格

288 strickland 1 n. 斯特里克兰

289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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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291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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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wedish 1 ['swi:diʃ] adj.瑞典的；瑞典语的；瑞典人的 n.瑞典语；瑞典人

294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95 telescopes 1 英 ['telɪskəʊp] 美 ['telɪskoʊp] n. 望远镜 v. 缩短；压缩；套叠

29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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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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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0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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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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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05 us 1 pron.我们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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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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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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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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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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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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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3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314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15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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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7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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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0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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