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14 [As It Is] Thai Monkey Trainer Rejects Claims on
Coconut Harvesting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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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3 abused 1 [ə'bjuːs] n. 滥用；恶习 vt. 滥用；辱骂；虐待

4 activist 1 ['æktivist] n.积极分子；激进主义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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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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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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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9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0 Alice 1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11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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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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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7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8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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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guments 1 ['ɑːɡjʊmənts] n. 争论 名词argument的复数形式.

20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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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2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23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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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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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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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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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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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ond 2 n.债券；结合；约定；粘合剂；纽带 vi.结合，团结在一起 vt.使结合；以…作保 n.(Bo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刚(金)、瑞
典)邦德

32 boris 1 ['bɔris] n.鲍里斯（男子名）

33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34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35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36 Bryant 1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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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8 carrie 1 ['kæri:] n.卡丽（女名，Caroline的昵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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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41 chains 1 [tʃeɪnz] n. 枷锁；镣铐 名词chain的复数形式.

42 claim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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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laim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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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conut 8 ['kəukənʌt] n.椰子；椰子肉

45 coconuts 5 英 ['kəʊknʌts] 美 ['koʊknʌts] n. 椰子 名词coconu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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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48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49 count 1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(人
名)

50 denied 2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1 deputy 1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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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disputes 1 [dɪ'spju tː] v. 争论；辩驳；争议；质疑 n. 争论；争端；争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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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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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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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engaged 1 [in'geidʒd] adj.使用中的，忙碌的 v.保证；约定；同…订婚（engage的过去分词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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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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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thical 1 ['eθikəl] adj.伦理的；道德的；凭处方出售的 n.处方药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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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existent 1 [ig'zistənt] n.生存者；存在的事物 adj.存在的；生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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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xport 2 [ik'spɔ:t, 'eks-, 'ekspɔ:t] n.输出，出口；出口商品 vi.输出物资 vt.输出，出口

68 exported 1 英 ['ekspɔːt] 美 ['ekspɔːrt] n. 输出；出口；输出品；输出存储器的信息 v. 输出；出口；带走，运走；从存储器输出信
息

69 farms 2 英 [fɑːm] 美 [fɑːr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70 fastening 1 ['fɑ:səniŋ] n.扣紧；系结物（fasten的现在分词）

71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72 fetch 2 [fetʃ] vt.取来；接来；到达；吸引 vi.拿；取物；卖得 n.取得；诡计

73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74 flesh 1 [fleʃ] n.肉；肉体 vt.喂肉给…；使发胖 vi.长胖 n.(Flesh)人名；(英)弗莱什

75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76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7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78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

79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0 fruit 1 [fru:t] n.水果；产物 vi.结果实 vt.使……结果实 n.(Fruit)人名；(法)弗吕；(英)弗鲁特

81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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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2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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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growers 1 [ɡ'rəʊəz] n. 栽培者；生长物 （名词grower的复数形式）

85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86 harvested 1 英 ['hɑːvɪst] 美 ['hɑːrvɪst] n. 收成；收获；收割；成果；后果 v. 收获；收割

87 harvesting 3 ['hɑ:vistiŋ] v.[农学]收割；收获（harvest的ing形式） n.[农学]收割；收获 adj.收获的；收割的

88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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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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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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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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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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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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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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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i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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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6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97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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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0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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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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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104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05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06 labor 2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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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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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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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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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inks 1 ['liŋks] n.[计]链接（link的复数）；沙地；沙丘

113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114 loads 1 英 [ləʊd] 美 [loʊd] n. 负荷；重担；装载量 v. 装载；给(枪)装子弹；[计算机] 装入

115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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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machines 1 [mə'ʃiː n] n. 机器；做事效率高的人；工具；车辆 v. 以机器制造

117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118 married 1 ['mærid] adj.已婚的，有配偶的；婚姻的，夫妇的；密切结合的 n.已婚者 v.结婚，与…结婚（marry的过去式）



119 messag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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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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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milk 1 [milk] n.牛奶；乳状物 vt.榨取；挤…的奶 vi.挤奶 n.(Milk)人名；(英)米尔克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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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minister 2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24 monkey 4 ['mʌŋki] n.猴子；顽童 vi.胡闹；捣蛋 vt.嘲弄

125 monkeys 10 ['mʌŋki] n. 猴子；猴一样的人 v. 嘲弄；胡闹；模仿

12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27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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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29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30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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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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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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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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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5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136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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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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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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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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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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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palm 1 [pɑ:m] n.手掌；棕榈树；掌状物 vt.将…藏于掌中 n.(Palm)人名；(英)帕姆；(瑞典)帕尔姆；(法、德、俄、捷、芬、挪)帕
尔姆

142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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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peta 5 abbr.善待动物组织(PeoplefortheEthicalTreatmentofAnimals)

145 picked 2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
146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147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148 products 3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149 pulling 1 ['pʊlɪŋ]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

150 rejected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151 rejects 1 [rɪd'ʒekts] 尾矿,选矿废渣

152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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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155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156 repor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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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58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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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0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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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162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63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64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65 securing 1 [sɪ'kjʊəɪŋ] n. 固定 动词secu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66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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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69 shah 1 [ʃɑ:, ʃɔ:] n.伊朗国王

170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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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2 shell 1 [ʃel] n.壳，贝壳；炮弹；外形 vi.剥落；设定命令行解释器的位置 vt.剥皮；炮轰

173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174 sidetrack 2 ['saidtræk] vt.将（火车）[建]转到侧线；转变（话题） n.（铁路）侧线；次要地位 vi.[建]转到侧线；转变话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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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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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179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180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181 sticks 1 [stɪks] n. 偏远的乡村；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.

182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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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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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upermarkets 2 ['suːpəmɑːkɪts] 超市

186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187 symonds 1 西蒙兹（人名）

188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189 taller 1 [tɔː l] adj. 高的

190 Thai 4 [tai] n.泰国人；泰国语 adj.泰国的；泰国人的

191 Thailand 8 ['tailænd; -lənd] n.泰国（东南亚国家名）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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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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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the 1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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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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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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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9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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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

202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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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04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205 trainer 2 n.助理教练；训练员；驯马师；飞行练习器；运动鞋 n.(Trainer)人名；(英、德)特雷纳

206 trains 2 [treɪn] n. 列车；火车；行列；一系列 vt. 训练；培训；瞄准 vi. 进行锻炼，接收训练；练习

207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08 tree 1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209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210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211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12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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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1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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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217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18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19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220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1 wongwanich 1 翁瓦尼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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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24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225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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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