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25 [Health and Lifestyle] Feeling Sad_ Hug a Tre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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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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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tre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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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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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of 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9 hugging 8 [hʌɡ] v. 拥抱；紧抱；抱有；挨着 n. 拥抱；紧抱

10 hug 7 [hʌg] vt.拥抱；紧抱；抱有，坚持 vi.拥抱；紧抱在一起；挤在一起 n.拥抱；紧抱；固执 n.(Hug)人名；(英)胡克；(法)于
格；(德、瑞典)胡格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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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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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nature 5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14 park 5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15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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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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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forest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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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Israel 4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19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0 need 4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1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3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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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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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ampaign 3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26 country 3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27 Iceland 3 ['aislənd] n.冰岛（欧洲岛名，在大西洋北部，近北极圈）

28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9 Japanese 3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30 love 3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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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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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4 reuters 3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35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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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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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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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tre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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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0 yoku 3 翼(名,日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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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43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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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46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47 arms 2 [a:mz] n.臂（arm的复数）；[军]武器；纹章 v.武装；配备（arm的三单形式） n.(Arms)人名；(英)阿姆斯

48 basic 2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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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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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53 everyone 2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54 express 2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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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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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humans 2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58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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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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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matteo 2 n. 马泰奥

61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62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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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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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physic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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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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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recommend 2 [,rekə'mend] vt.推荐，介绍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托付 vi.推荐；建议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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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sad 2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69 scent 2 [sent] n.气味；嗅觉；痕迹；察觉能力 vt.闻到；发觉；使充满…的气味；循着遗臭追踪 vi.发出…的气味；有…的迹象；
嗅着气味追赶 n.(Scent)人名；(英)森特

70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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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1 showing 2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72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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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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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75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76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77 unpleasant 2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

78 video 2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79 visitors 2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80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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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1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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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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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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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86 advised 1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
87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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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pollonia 1 牙科医学的守护神

90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91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92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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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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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aviv 1 [ɑ:'viv] n.大自然的重生 n.(Aviv)人名；(俄)阿维夫

95 barbara 1 ['ba:bərə] n.芭芭拉（女子名）

96 bath 1 [bɑ:θ/bæθ] n.沐浴；浴室；浴盆 vt.洗澡 vi.洗澡

97 bathing 1 ['beiðiŋ, 'beiθiŋ] n.沐浴；游泳；洗海水澡 v.洗浴（bath的现在进行式）

98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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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101 breath 1 [breθ] n.呼吸，气息；一口气，（呼吸的）一次；瞬间，瞬息；微风；迹象；无声音，气音

102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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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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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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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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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leared 1 [klɪəd] adj.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0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111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112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
113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114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115 corona 1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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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18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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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20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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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discomfort 1 [dis'kʌmfət] n.不适，不安；不便之处 vt.使……不舒服；使……不安

123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24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25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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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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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130 enjoyable 1 adj.快乐的；有乐趣的；令人愉快的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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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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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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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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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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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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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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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39 forming 1 ['fɔː mɪŋ] n. 形成(成形法；模锻) v. 形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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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friendship 1 ['frendʃip] n.友谊；友爱；友善 n.(Friendship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希普

142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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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4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45 grant 1 [grɑ:nt, grænt] vt.授予；允许；承认 vi.同意 n.拨款；[法]授予物 n.(Grant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塞、德、意)
格兰特；(法)格朗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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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7 handshake 1 ['hændʃeik] n.握手

148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49 hazan 1 ['hɑ:zən] n.犹太人教堂的合唱指挥；领唱者（等于hazzan）

150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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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52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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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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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ugged 1 [hʌgɪd] adj. 拥抱的 动词hu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57 hugs 1 [hʌɡ] v. 拥抱；紧抱；抱有；挨着 n. 拥抱；紧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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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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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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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3 indicated 1 adj.表明的；指示的 v.表明（indicate的过去分词）；指出；显示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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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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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kisses 1 [kɪs] n. 吻；轻触 v. 吻；轻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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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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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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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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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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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75 listening 1 ['lisəniŋ] adj.收听的；助听的 n.倾听 v.听（listen的ing形式）

176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77 lonely 1 ['ləunli] adj.寂寞的；偏僻的 n.孤独者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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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arketing 1 ['mɑ:kitiŋ] n.行销，销售 v.出售；在市场上进行交易；使…上市（market的ing形式）

180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81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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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entally 1 ['mentəli] adv.精神上，智力上；心理上

184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185 Moshe 1 n. 摩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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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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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90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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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noun 1 [naun] n.名词 n.(Noun)人名；(以)努恩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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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95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196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
197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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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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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rit 1 (=transfer initiated at the origin) 在起始点转移

20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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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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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205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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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paths 1 [pæθis] n.路径（path的复数）

208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09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10 pleasant 1 ['plezənt] adj.令人愉快的，舒适的；讨人喜欢的，和蔼可亲的 n.(Pleasant)人名；(英)普莱曾特

211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
212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13 practiced 1 ['præktist] adj.熟练的；有经验的；老练的（等于practised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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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romote 1 [prəu'məut] vt.促进；提升；推销；发扬 vi.成为王后或其他大于卒的子

216 promoting 1 英 [prə'məʊt] 美 [prə'moʊt] vt. 促进；提升；升迁；发起；促销，推销

217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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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19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220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2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2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23 renewed 1 [ri'nju:d] adj.更新的；复兴的；重建的 v.更新；恢复（renew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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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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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26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227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28 sacrifice 1 ['sækrifais] n.牺牲；祭品；供奉 vt.牺牲；献祭；亏本出售 vi.献祭；奉献

229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30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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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earched 1 ['sɜ tːʃt]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，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

233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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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5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236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37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38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239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40 slowed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241 smell 1 [smel] vi.嗅，闻；有…气味 vt.嗅，闻；察觉到；发出…的气味 n.气味，嗅觉；臭味

242 soap 1 [səup] n.肥皂 vt.将肥皂涂在……上；对……拍马屁（俚语） vi.用肥皂擦洗

243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44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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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6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247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248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49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50 spike 1 [spaik] n.长钉，道钉；钉鞋；细高跟 vt.阻止；以大钉钉牢；用尖物刺穿 n.(Spike)人名；(瑞典)斯皮克

251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52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253 steinfeld 1 n. 斯坦菲尔德

254 strange 1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朗格

255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256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57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58 tel 1 [tel] abbr.试验仪器清单（TestEquipmentList） n.(Tel)人名；(土)泰尔；(阿拉伯)塔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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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therapy 1 ['θerəpi] n.治疗，疗法

26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6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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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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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7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68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269 touching 1 ['tʌtʃiŋ] adj.动人的，令人同情的 prep.至于，关于 v.接触；感动（touch的ing形式）

270 undergo 1 [,ʌndə'gəu] vt.经历，经受；忍受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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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73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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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isitor 1 ['vizitə] n.访问者，参观者；视察者；候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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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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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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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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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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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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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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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Woods 1 [wudz] n.[林]树林；森林；木头（wood的复数） v.供以木材；用森林覆盖（woo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Woods)人名；
(英、葡)伍兹



286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287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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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