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08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French, American Women Win
Nobel in Chemistry for Genetic Too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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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demy 2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4 acid 1 ['æsid] n.酸；<俚>迷幻药 adj.酸的；讽刺的；刻薄的

5 acids 1 ['æsɪdz] n. 酸类；酸性物质；迷幻药 名词的acid的复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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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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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9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10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11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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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ids 1 abbr.艾滋病（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）；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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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6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7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9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0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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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nswered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23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24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5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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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7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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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9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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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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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abies 2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32 bacterium 2 [bæk'tiəriəm] n.[微]细菌；杆菌属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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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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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nefit 2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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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 berlin 1 [bə:'lin] n.柏林

39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40 blades 1 n. 刀片；刀刃 名词blade的复数形式.

41 book 2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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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43 broad 1 [brɔ:d] adj.宽的，辽阔的；显著的；大概的 n.宽阔部分 adv.宽阔地 n.(Broad)人名；(英、德)布罗德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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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46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7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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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ncer 1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49 cas 4 abbr.中国科学院（ChineseAcademyofSciences）；计算机技术学会（ComputerArtsSociety）；控制自动化系统
（ControlAutomaticSystem） n.(Cas)人名；(法)卡斯

50 Caty 2 卡蒂

51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52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53 cell 1 [sel] n.细胞；电池；蜂房的巢室；单人小室 vi.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.(Cell)人名；(英)塞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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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hair 1 [tʃεə] n.椅子；讲座；（会议的）主席位；大学教授的职位 vt.担任（会议的）主席；使…入座；使就任要职 n.(Chair)人
名；(法)谢尔

56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7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8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9 charpentier 9 卡彭特（姓氏）

60 chemistry 6 ['kemistri] n.化学；化学过程

61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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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
64 claes 1 n.(Claes)人名；(芬、德)克莱斯；(英、法、荷、瑞典)克拉斯

65 code 2 [kəud] n.代码，密码；编码；法典 vt.编码；制成法典 vi.指定遗传密码 n.(C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科德

66 collins 2 ['kɔlinz] n.柯林斯（姓氏名）；柯林斯酒

67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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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mmittee 2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70 comparison 1 [kəm'pærisən] n.比较；对照；比喻；比较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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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73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74 cure 1 [kjuə] vt.治疗；治愈；使硫化；加工处理 vi.治病；痊愈；受治疗；被硫化；被加工处理 n.治疗；治愈；[临床]疗法 n.
(Cure)人名；(罗)库雷；(法)屈尔；(英)丘尔；(塞)楚雷

75 curie 1 ['kjuri] n.[核]居里（姓氏）

76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77 cut 3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78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79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80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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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denounced 1 [dɪ'naʊns] v. 谴责；告发；通告废除

83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4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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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86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87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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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90 discovery 3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91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92 diseases 2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93 dispute 1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
94 DNA 4 [,di:,en'ei] abbr.脱氧核糖核酸（deoxyribonucleicacid）；（美国）国防部核子局（DefenseNuclearAgency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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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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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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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100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101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102 echegoyen 1 埃切戈延

103 edges 1 [edʒ] n. 边缘；优势；边；刀口 vt. 给 ... 加上边；缓慢横过；使锋利 vi. 徐徐前进

104 edit 2 ['edit] vt.编辑；校订 n.编辑工作 n.(Edit)人名；(罗、匈)埃迪特

105 edited 2 ['edɪt] vt. 剪辑；编辑；校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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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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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embryos 2 英 ['embrɪəʊz] 美 ['embrɪoʊz] n. 胚胎 名词embryo的复数形式.

110 emmanuelle 1 [电影] 曼纽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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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enormous 1 [i'nɔ:məs] adj.庞大的，巨大的；凶暴的，极恶的

113 ethical 2 ['eθikəl] adj.伦理的；道德的；凭处方出售的 n.处方药

114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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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117 exclusively 1 [ɪk'skluːsɪvli] adv. 专门地；排他地；独占地；仅仅；只

118 experimental 1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119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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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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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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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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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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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fix 1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
126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27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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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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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30 Francis 1 ['frɑ:nsis] n.弗朗西斯（男子名，义为自由之人）

131 French 3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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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34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135 genes 2 n. 基因（gene的复数形式）；格涅斯（人名）

136 genetic 9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137 genetically 3 [dʒe'netikəli] adv.从遗传学角度；从基因方面

138 genome 4 ['dʒi:nəum] n.基因组；染色体组

139 girls 2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140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41 god 2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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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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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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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gustafsson 1 古斯塔夫松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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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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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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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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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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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54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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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elp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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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57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158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59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60 HIV 1 [,eitʃai'vi:] abbr.艾滋病病毒（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）

161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62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63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64 Howard 1 ['hauəd] n.霍华德（男子名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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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Hughes 1 [hju:z] n.休斯（人名）

167 human 5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68 humankind 1 [,hju:mən'kaind] n.人类（总称）

169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70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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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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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in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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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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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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4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75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76 institute 3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77 Institutes 1 英 ['ɪnstɪtju tː] 美 ['ɪnstɪtu tː] n. 学院；学会；协会 vt. 开始；制定；创立

178 instruction 3 [in'strʌkʃən] n.指令，命令；指示；教导；用法说明

179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80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81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82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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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jennifer 1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
184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85 jr 2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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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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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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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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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91 legal 2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92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93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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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96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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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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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8 Luis 1 ['luis] n.路易斯（人名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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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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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02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03 map 1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(法)马普

204 mapping 1 ['mæpiŋ] v.绘图；筹划（map的ing形式） n.地图；绘图；[数]映像

205 Marie 1 ['mɑ: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206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207 marks 1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
208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209 material 3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210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211 max 1 n.]完全；彻底；最大限度；最大量；最大数

212 meaningful 1 ['mi:niŋful] adj.有意义的；意味深长的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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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14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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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216 message 2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217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218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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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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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molecular 3 [məu'lekjulə] adj.[化学]分子的；由分子组成的

221 molecule 1 ['mɔlikjul] n.[化学]分子；微小颗粒，微粒

222 molecules 1 ['mɒlɪkju lːz] n. [化]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.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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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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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mysteries 1 ['mɪstərɪz] n. 古代的秘密宗教仪式；奥秘，神秘（名词mystery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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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28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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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Nobe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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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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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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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3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34 nucleic 2 [nju:'kli:ik] adj.核的

235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236 of 3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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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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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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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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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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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org 1 [ɔ:g] abbr.非盈利组织（Otherorganizations） n.(Org)人名；(瑞典)奥里

243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4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4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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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ownership 1 ['əunəʃip] n.所有权；物主身份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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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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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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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52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253 pathogens 1 ['pæθədʒəns] n. 病原体(物)

254 physics 1 ['fiziks] n.物理学；物理现象

255 pl 1 abbr.分界线（PartingLine）；合用线（PartyLine）；有效负载（PayLoad）；信号灯（PilotLamp）；复数（plural，等于pl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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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Planck 1 [pla:ŋk] n.普朗克（德国物理学家）

258 playing 2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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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positive 2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260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61 pow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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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63 prison 1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
264 prize 9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265 Prizes 2 [praɪz] n. 奖品；奖金；奖赏 vt. 珍视；估价 adj. 奖品的；得奖的；一流的

266 processed 1 [p'rəsest] adj. 经加工的；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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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provide 2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69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70 pyogenes 1 [paɪəʊd'ʒenz] [医] 生脓的

271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72 raises 2 ['reɪzɪz] n. 加薪；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.

273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7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75 recognition 1 [,rekəg'niʃən] n.识别；承认，认出；重视；赞誉；公认

276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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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8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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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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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81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82 resist 1 [ri'zist] vi.抵抗，抗拒；忍耐 vt.抵抗；忍耐，忍住 n.[助剂]抗蚀剂；防染剂

283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8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85 rewrite 1 [,ri:'rait, 'ri:rait] vt.改写；重写 vi.改写；重写 n.重写或改写的文稿；改写的作品

286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87 RNA 2 [,a:r en 'ei] abbr.核糖核酸（RibonucleicAcid）；浪漫派小说家协会（RomanticNovelists'Association）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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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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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cience 4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91 sciences 3 科学

292 scientist 3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293 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94 scissors 4 ['sizəz] n.剪刀；剪式跳法 v.剪开；删除（scisso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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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electively 2 [sə'lektivli] adv.有选择地

297 sentenced 1 ['sentəns] n. 句子；判决 vt. 宣判；判决

298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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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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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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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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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04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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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6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307 sickle 1 ['sikl] n.镰刀

308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309 simplified 1 ['sɪmplɪfaɪd] adj. 精简了的；简化了的 动词simpl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0 slide 1 n.滑动；幻灯片；滑梯；雪崩 vi.滑动；滑落；不知不觉陷入 vt.滑动；使滑动；悄悄地迅速放置

311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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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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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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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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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317 sources 1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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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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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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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streptococcus 1 [,streptəu'kɔkəs] n.链球菌；链球菌属

323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324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325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26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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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Swedish 2 ['swi:diʃ] adj.瑞典的；瑞典语的；瑞典人的 n.瑞典语；瑞典人

329 technology 5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330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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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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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the 6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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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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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3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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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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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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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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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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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to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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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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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toge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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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48 tool 9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349 treatments 1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350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51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35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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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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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unit 1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
356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57 unknowable 1 [,ʌn'nəuəbl] adj.不可知的；不能知道的

358 unsafe 1 [ʌn'seɪf] adj. 不安全的；危险的；靠不住的

359 us 2 pron.我们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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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62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63 valued 1 ['vælju:d] adj.重要的；宝贵的；贵重的；经估价的

364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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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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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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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369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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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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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73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374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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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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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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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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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80 winning 3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381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

382 wish 1 [wiʃ] n.希望；祝福；心愿 vt.祝愿；渴望；向…致问候语 vi.愿望；需要 n.(Wish)人名；(英)威什

383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84 women 5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85 won 4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86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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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7 work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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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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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90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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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93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94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95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96 you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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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