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18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tudy_ Exxon Scientists
Predicted Global Warming since 1970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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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3 accuracy 1 ['ækjurəsi] n.[数]精确度，准确性

4 accurate 2 ['ækjurət] adj.精确的

5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6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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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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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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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11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2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3 aims 2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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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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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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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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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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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astonishing 2 [ə'stɔniʃiŋ] adj.惊人的；令人惊讶的 v.使…惊讶；使…诧异（astonish的ing形式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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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25 atmospheric 1 [,ætməs'ferik,-kəl] adj.大气的，大气层的

26 attacked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27 attorney 1 n.律师；代理人；检察官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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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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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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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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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orenstein 1 n. 博伦斯坦

34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35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36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37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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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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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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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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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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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42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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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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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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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48 claiming 2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49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50 climate 8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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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2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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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mmunication 1 n.通讯，[通信]通信；交流；信函

55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56 company 8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57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58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59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60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61 correct 2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62 correctly 1 [kə'rektli] adv.正确地；得体地

63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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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66 dangers 1 丹赫尔斯

67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68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69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70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
71 denial 1 [di'naiəl] n.否认；拒绝；节制；背弃

72 denied 1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3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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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76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77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78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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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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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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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83 efforts 3 ['efəts] 努力

84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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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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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errors 1 n. 误差；错误 名词error的复数.

87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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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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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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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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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2 exxon 18 ['ɛksan] n.艾克森石油公司

93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94 false 1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
95 faye 1 n. 费伊(人名)

96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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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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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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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01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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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104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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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Geoffrey 1 ['dʒefri] n.杰弗里（男子名）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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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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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10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11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12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13 guessing 1 ['ɡesɪŋ] v. 猜测；推测；认为（guess的现在分词）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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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5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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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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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19 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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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ealey 1 n.(Healey)人名；(英)希利

121 Healy 1 希利Healey的变体 希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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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124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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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older 1 ['həuldə] n.持有人；所有人；固定器；（台、架等）支持物 n.(Holder)人名；(英、罗、瑞典、德)霍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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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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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30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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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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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32 industry 3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33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34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35 intention 2 [in'tenʃən] n.意图；目的；意向；愈合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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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8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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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41 jointly 1 ['dʒɔintli] adv.共同地；连带地

142 journal 2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143 knew 3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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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46 lee 1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147 legal 3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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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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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151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152 Massachusetts 3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53 maura 1 ['mɔ:rə] n.莫拉（女子名，等于Mary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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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156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157 misinformation 1 [,misinfə'meiʃən] n.误报；错误的消息

158 misleading 2 [,mis'li:diŋ] adj.令人误解的；引入歧途的 v.给…带错路；把…引入歧途（mislead的ing形式）

159 misled 1 [mis'led] v.把…带错方向（mislead的过去式）

160 mistakes 1 [mɪ'steɪk] n. 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. 误解；弄错

161 mobile 2 adj.可移动的；机动的；易变的；非固定的 n.移动电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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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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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66 Naomi 1 ['neiəmi] n.内奥米（女子名，圣经中人物）

167 negative 1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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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170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1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2 oil 4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173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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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4 oppose 1 [ə'pəuz] vt.反对；对抗，抗争 vi.反对

175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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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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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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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181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182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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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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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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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188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89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190 precision 2 [pri'siʒən] n.精度，[数]精密度；精确 adj.精密的，精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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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redictions 3 [prɪ'dɪkʃnz] 预言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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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195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
196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197 professor 3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98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199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200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01 public 4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02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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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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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quoted 1 英 [kwəʊt] 美 [kwoʊt] v. 引述；报价；举证 n. 引用

206 raymond 2 ['reimənd] n.雷蒙德（男子名）

207 recei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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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8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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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search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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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11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
212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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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aid 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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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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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17 science 6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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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cientists 5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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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eth 1 [seθ] n.赛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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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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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4 shocking 1 ['ʃɔkiŋ] adj.令人震惊的；可怕的，令人厌恶的；糟糕的 v.感到震惊；震动；冲突（shock的ing形式）

225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2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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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29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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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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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pitler 1 n. 斯皮特勒

234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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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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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tatements 1 [s'teɪtmənts] n. 报表；陈述；声明（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）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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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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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241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42 study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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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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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45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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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247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48 surprising 1 [sə'praiziŋ] adj.令人惊讶的；意外的 v.使惊奇；意外发现（surprise的ing形式）

24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50 temperatures 2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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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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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the 4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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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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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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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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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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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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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hwart 2 [θwɔ:t] vt.挫败；反对；阻碍；横过 adj.横放的；固执的 n.划手座；独木舟的横梁 adv.横过 prep.横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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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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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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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5 tobacco 3 [tə'bækəu] n.烟草，烟叶；烟草制品；抽烟

266 Todd 1 [tɔd] n.托德（姓氏，英国化学家，曾获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）

26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8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269 university 4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70 unproven 1 [ʌn'pruːvn] a. 未经证明的；未经检验的

271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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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73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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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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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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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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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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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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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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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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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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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6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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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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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9 work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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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91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92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93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94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29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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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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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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