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23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2022 Was One of Warmest on
Record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year 19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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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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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O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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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record 12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8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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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0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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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 and 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2 Celsius 6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13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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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warmest 6 英 [wɔː m] 美 [wɔː rm] adj. 温暖的；暖和的；热情的 v. 变暖；使暖和 n. 温暖的空气

15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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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hottest 5 ['hɒtɪst] adj. 最热的；热烈的 形容词hot的最高级.

17 la 5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
18 nasa 5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19 Nina 5 ['ni:nə; 'nai-] n.尼娜（女名）

20 noaa 5 ['nəuə] abbr.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（NationalOceanicand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）

21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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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to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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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 warm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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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5 degrees 4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26 earth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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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8 heat 4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29 la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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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ocean 4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31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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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temperature 4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33 temperatures 4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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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worldwide 4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36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7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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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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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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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2 Schmidt 3 n.施密特（姓氏）

43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4 warmer 3 n.取暖器；加热器；加热工人 adj.warm的比较级，更加温暖的

45 weath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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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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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48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9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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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average 2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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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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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entury 2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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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degree 2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56 EL 2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
57 fifth 2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58 g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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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gases 2 ['ɡæsɪz] n. 气体

60 go 2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61 greenhouse 2 ['gri:nhaus] n.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

62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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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65 Nino 2 n.尼诺（男子名）

66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67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68 overal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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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patterns 2 ['pætənz] n. 式样；图案；样式；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.

70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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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quite 2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72 say 2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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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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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sixth 2 [siksθ] n.月的第六日，（与the连用的）第六个；六分之一 adj.（与the连用）第六的，第六个的；六分之一的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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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高
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79 us 2 pron.我们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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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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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Abraham 1 ['eibrə,hæm] n.亚伯拉罕（男子名）

82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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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85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86 administrator 1 [əd'ministreitə] n.管理人；行政官

87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88 alarm 1 n.闹钟；警报，警告器；惊慌 vt.警告；使惊恐

89 alarming 1 [ə'lɑ:miŋ] adj.令人担忧的；使人惊恐的 v.使惊恐（alarm的ing形式）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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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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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arranged 1 [ə'reɪndʒd] adj. 安排的；准备的 动词arr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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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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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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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98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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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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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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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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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04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105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106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07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08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09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110 climatologist 1 [,klaimə'tɔlədʒist] n.气候学家

111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112 cooled 1 [ku lː] adj. 凉爽的；凉的；冷静的；冷漠的 vt. (使)变凉；(使)冷却；(使)冷静 vi. 变凉；冷静下来 n. 凉爽；冷静；凉快
adv. 冷静地

113 cooler 1 n.冷却器；清凉剂 adj.更冷的（cool的比较级）

114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15 crank 1 [kræŋk] n.曲柄；奇想 adj.易怒的 vt.装曲柄 n.(Crank)人名；(英)克兰克

116 cranked 1 [kræŋkt] adj. 有曲柄的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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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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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12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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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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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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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eit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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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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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28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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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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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32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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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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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36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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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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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gavin 1 [gævin] n.加文（男子名）

141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42 Goddard 1 ['gɔdə:d] n.戈达德（姓氏）；戈达德（1882-1945，美国物理学家，火箭工程学的先驱者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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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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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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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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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handing 1 [hænd] n. 手；协助；手艺 v. 给；传 Hand. n. 汉德（英文姓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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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istorically 1 [his'tɔrikəli] adv.历史上地；从历史观点上说

150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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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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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55 industrial 1 [in'dʌstriəl] adj.工业的，产业的；从事工业的；供工业用的；来自勤劳的 n.工业股票；工业工人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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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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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59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60 Kathie 1 n. 凯茜

161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162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63 layers 1 ['leɪəs] n.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.

164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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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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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
169 measuring 1 ['meʒəriŋ] n.测量；衡量 v.测量（measure的ing形式） adj.测量用的

170 meteorological 1 [,mi:tiərə'lɔdʒikəl] adj.气象的；气象学的

171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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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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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176 Nelson 1 ['nelsən] n.压住对方头部或颈后及一臂或二臂的手法 n.(Nelson)人名；(英、俄)纳尔逊；(德、西、葡、瑞典)内尔松

177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78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179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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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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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2 oceanic 1 ['əuʃi'ænik] adj.海洋的；海洋产出的；在海洋中生活的；广阔无垠的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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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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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lacement 1 ['pleismənt] n.布置；定位球；人员配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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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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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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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roces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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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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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ranks 1 ['ræŋks] n. 队伍 名词rank的复数形式.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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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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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8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199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00 reduces 1 英 [rɪ'djuːs] 美 [rɪ'duːs] v. 减少；缩小；使落魄；简化；还原

201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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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04 Russ 1 [rʌs; ru:s; rus] adj.俄国的；俄国人的；俄国语的 n.俄国人；俄国语

205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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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eas 1 [siː 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
208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09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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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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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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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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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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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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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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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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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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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rms 1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220 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221 stratification 1 [,strætifi'keiʃən] n.层理；成层

222 stratified 1 英 ['strætɪfaɪd] 美 ['strætə̩ faɪd] adj. 形成阶层的；分为不同等级的；分层的；成层的 动词stra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23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224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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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27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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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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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homas 1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231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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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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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rapped 1 [træpt] adj. 陷入困境的；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35 trapping 1 ['træpɪŋ] n. 诱捕 （复数）trappings: 装饰物； 象征的符号. 动词trap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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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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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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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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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vose 1 n. 沃斯

242 warms 1 英 [wɔː m] 美 [wɔː rm] adj. 温暖的；暖和的；热情的 v. 变暖；使暖和 n. 温暖的空气

243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244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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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eakening 1 n.弱化；疲软；衰减 v.削弱（weaken的ing形式）

246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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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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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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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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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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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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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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