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07 [As It Is] Creators of Molecule Building Tool Win Nobel
Prize in Chemistry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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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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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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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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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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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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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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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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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chemical 5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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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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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Macmillan 5 n.麦克米伦（人名）

16 used 5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7 added 4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1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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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uilding 4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21 chemistry 4 ['kemistri] n.化学；化学过程

22 list 4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23 molecules 4 ['mɒlɪkju lːz] n. [化]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.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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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6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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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cademy 3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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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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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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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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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huge 3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33 ingenious 3 [in'dʒi:njəs] adj.有独创性的；机灵的，精制的；心灵手巧的

34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5 methods 3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36 molecule 3 ['mɔlikjul] n.[化学]分子；微小颗粒，微粒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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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Nobe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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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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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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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process 3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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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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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too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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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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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6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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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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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amounts 2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49 anxiety 2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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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1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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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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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arpentry 2 ['kɑ:pəntri] n.木器；木工手艺；[木]木工业

55 catalysis 2 [kə'tælisis] n.催化作用；刺激作用

56 catalysts 2 ['kætəlɪsts] 催化剂

57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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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either 2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60 environmental 2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61 equipment 2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62 Germany 2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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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4 handed 2 ['hændid] adj.有手的；用...手的 v.帮助（hand的过去分词）；递送

65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66 harm 2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67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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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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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70 institute 2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71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72 magic 2 ['mædʒik] n.巫术；魔法；戏法 adj.不可思议的；有魔力的；魔术的 n.(Magic)人名；(英)马吉克

73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74 method 2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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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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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78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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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organic 2 [ɔ:'gænik] adj.[有化]有机的；组织的；器官的；根本的

80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81 prize 2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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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produce 2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83 proud 2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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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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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sciences 2 科学

87 simple 2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88 small 2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人
名；(英)斯莫尔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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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speed 2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繁
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91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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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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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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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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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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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winners 2 温纳斯

99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00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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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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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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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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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06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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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109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110 antiviral 1 [ˌænti'vaɪrəl] adj. 抗病原体的

111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2 atoms 1 ['ætəm] n. 原子 名词atom的复数形式.

113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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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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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118 benjamin 1 ['bendʒəmin] n.本杰明（男子名）；受宠爱的幼子

119 bi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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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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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22 carb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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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atalyst 1 ['kætəlist] n.[物化]催化剂；刺激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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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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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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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法)谢尔

126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7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128 chemists 1 ['kemɪsts] 药房

129 cheng 1 中国姓氏成、程、曾、郑、岑的音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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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132 compounds 1 英 ['kɒmpaʊnd] 美 ['kɑːmpaʊnd] n. 化合物；复合词；复合物 n. 院子(用围墙圈起来的场地） adj. 化合的；【语】（词
语等）复合的；【植】复合的；【动】群体的 vt. 混合；调合；使严重；私了；【经】以复利计算 vi. 妥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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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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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creators 1 创造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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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38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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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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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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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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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145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46 domestic 1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
147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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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150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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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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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154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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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ntertainment 1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
157 enzymes 1 ['enzaɪm] n. 酶；酵素

158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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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61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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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
菲内；(英)法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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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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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GDP 1 [ˌdʒiː diː 'piː ] abbr. (=gross domestic product)国内生产总值

167 gener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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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69 greener 1 英 ['griː nə] 美 ['grɪnə] n. 生手， 没经验的人 形容词green的比较级

170 gross 1 [grəus] adj.总共的；粗野的；恶劣的；显而易见的 vt.总共收入 n.总额，总数 n.(Gr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葡、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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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、芬、罗、捷、匈)格罗斯

171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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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ideas 1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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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76 independently 1 [,indi'pendəntli] adv.独立地；自立地

177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78 insects 1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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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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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82 Johan 1 n. 约翰

183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84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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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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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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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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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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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likened 1 ['laɪkən] v. 比作；比拟；使像

193 linking 1 [lɪŋkɪŋ] n. 连接；结合 动词link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4 lorsch 1 n. 洛尔施

195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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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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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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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max 1 n.]完全；彻底；最大限度；最大量；最大数

200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201 medication 1 [,medi'keiʃən] n.药物；药物治疗；药物处理

202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203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204 molecular 1 [məu'lekjulə] adj.[化学]分子的；由分子组成的

205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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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nervousness 1 ['nə:vəsnis] n.神经质；[心理]神经过敏；紧张不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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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9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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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2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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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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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panel 1 ['pænl] n.仪表板；嵌板；座谈小组，全体陪审员 vt.嵌镶板 n.(Panel)人名；(英、法)帕内尔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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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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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18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19 pesticide 1 ['pestisaid] n.杀虫剂

220 pesticides 1 ['pestɪsaɪdz] n. 杀虫剂

221 Planck 1 [pla:ŋk] n.普朗克（德国物理学家）

222 pleased 1 [pli:zd] adj.高兴的；喜欢的；乐意做某事 v.满意；愿意（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23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22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25 pr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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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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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229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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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32 qvist 1 奎斯特

233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34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35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36 repairing 1 [ri'peəriŋ] v.修复（repair的ing形式）；修理

237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38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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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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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
242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43 r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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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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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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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cotland 1 ['skɔtlənd] n.苏格兰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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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hand 1 n. 尚德

249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50 smart 1 [smɑ tː] adj.聪明的；巧妙的；敏捷的；厉害的；潇洒的；剧烈的；时髦的 n.(Smart)人名；(法)斯马尔；(英、德)斯马特

251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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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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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park 1 [spɑ:k] n.火花；朝气；闪光 vt.发动；鼓舞；求婚 vi.闪烁；发火花；求婚 n.(Spark)人名；(俄)斯帕克

254 sparked 1 英 [spɑːk] 美 [spɑ rːk] vi. 闪烁；冒火花；热情回应 vt. 激发；引起；向...求爱 n. 火星；朝气；情人；俗丽的年轻人

255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256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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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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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stupid 1 ['stju:pid, 'stu:-] adj.愚蠢的；麻木的；乏味的 n.傻瓜，笨蛋

260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61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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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264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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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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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68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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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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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273 tricks 1 [trɪks] n. 戏法 名词trick的复数形式.

274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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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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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us 1 pron.我们

278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279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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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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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wand 1 [wɔnd] n.魔杖；棒；权杖；嫩枝；识别笔（等于wandreader） vt.用扫描笔在…上扫描条形码 n.(Wand)人名；(英、德)万
德

283 wands 1 n. 万兹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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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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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87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8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9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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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1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2 wondered 1 英 ['wʌndə(r)] 美 ['wʌndər] n. 惊奇；惊愕；奇迹；奇观 v. 惊奇；想知道；怀疑 adj. 奇妙的；非凡的

293 wooden 1 ['wudən] adj.木制的；僵硬的，呆板的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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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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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6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29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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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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