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06 [As It Is] Physics Nobel Prize Rewards Work on Climate
Chang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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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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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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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imate 10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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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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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manabe 8 间人

10 hasselmann 7 哈塞尔曼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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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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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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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parisi 5 帕里西

15 physics 5 ['fiziks] n.物理学；物理现象

16 prize 5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17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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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k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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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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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cademy 4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21 global 4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22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3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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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physical 4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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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ystems 4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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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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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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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ward 3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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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omplex 3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33 foundation 3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34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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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36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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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processes 3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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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0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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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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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44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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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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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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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ehind 2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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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rbon 2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51 committee 2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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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disordered 2 [dis'ɔ:dəd] adj.混乱的；害了病的；发狂的；失调的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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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eart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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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57 giorgio 2 n. 乔治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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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honored 2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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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klaus 2 克劳斯(男子名)

62 knowledge 2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63 models 2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64 no 2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65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66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67 predicting 2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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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random 2 ['rændəm] adj.[数]随机的；任意的；胡乱的 n.随意 adv.胡乱地

70 sh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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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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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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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warming 2 ['wɔ:miŋ] n.加温，暖和；气温升高 adj.让人感到暖和的 v.加温；兴奋；同情（warm的ing形式） n.(Warming)人名；
(丹、瑞典)瓦明

7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75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76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7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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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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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81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2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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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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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5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86 atomic 1 [ə'tɔmik] adj.原子的，原子能的；微粒子的

87 atoms 1 ['ætəm] n. 原子 名词atom的复数形式.

88 awards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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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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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brain 1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92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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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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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aty 1 卡蒂

95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96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97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98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99 contribution 1 [,kəntri'bju:ʃən] n.贡献；捐献；投稿

100 contributions 1 [kɒntrɪb'ju ʃːnz] 贡献

101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02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03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104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05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106 demonstrate 1 ['demənstreit] vt.证明；展示；论证 vi.示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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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dioxide 1 [dai'ɔksaid] n.二氧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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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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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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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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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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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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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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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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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21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22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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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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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26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7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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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29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30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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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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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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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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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umanity 1 [hju:'mænəti] n.人类；人道；仁慈；人文学科

138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39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40 influences 1 ['ɪnfluəns] v. 影响；感染；<美俚>在(饮料)中加烈酒 n. 影响力；影响；权势；势力；有影响的人(或事物)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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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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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inventive 1 [in'ventiv] adj.发明的；有发明才能的；独出心裁的

144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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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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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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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laid 1 [leid] v.放；铺设；安排（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松弛的；从容不迫的 n.(Laid)人名；(瑞典)莱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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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153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54 leve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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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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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58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59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60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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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ajo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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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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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mathematical 1 [,mæθi'mætikəl] adj.数学的，数学上的；精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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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ax 1 n.]完全；彻底；最大限度；最大量；最大数

167 meteorology 1 [,mi:tiə'rɔlədʒi] n.气象状态，气象学

168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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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171 modeling 1 ['mɔdəliŋ] n.[自]建模，造型；立体感 adj.制造模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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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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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175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6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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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179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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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attern 1 ['pætən] n.模式；图案；样品 vt.模仿；以图案装饰 vi.形成图案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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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184 Planck 1 [pla:ŋk] n.普朗克（德国物理学家）

185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186 pollution 1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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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189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190 predictions 1 [prɪ'dɪkʃnz] 预言

191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192 princeton 1 ['prinstən] n.普林斯顿（美国新泽西州中部的自治市镇）

193 principle 1 ['prinsəpl] n.原理，原则；主义，道义；本质，本义；根源，源泉

194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195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196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197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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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reliable 1 [ri'laiəbl] adj.可靠的；可信赖的 n.可靠的人

200 reliably 1 [ri'laiəbli] adv.可靠地；确实地

201 relied 1 [rɪ'laɪ] vi. 依靠；信任

202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3 rests 1 [rests] n. 其他 名词rest的复数形式.

20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05 revolutionary 1 [,revə'lju:ʃənəri] adj.革命的；旋转的；大变革的 n.革命者

206 rewards 1 [rɪ'wɔː dz] n. 奖励 名词reward的复数形式.

207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08 Sapienza 1 萨皮恩扎

209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10 sciences 1 科学

211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212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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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olid 1 ['sɔlid] adj.固体的；可靠的；立体的；结实的；一致的 n.固体；立方体 n.(Solid)人名；(瑞典)索利德

215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16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17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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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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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tockholm 1 ['stɔkhəum; 'stɔ:k,hɔ:lm] n.斯德哥尔摩（瑞典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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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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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weden 1 ['swi:dən] n.瑞典（欧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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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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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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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heory 1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
228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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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31 trusted 1 [trʌst] n. 信任；信托 vi. 信任 vt. 相信；委托

232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33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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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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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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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38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239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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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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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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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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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45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246 winners 1 温纳斯

247 winn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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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49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50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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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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