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26 [Words and Their Stories] The World Needs More Tree
Hugger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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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tre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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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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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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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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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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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hugger 9 ['hʌɡər] n. 拥抱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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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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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hill 7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
13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 tree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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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imals 6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6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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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18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someone 5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0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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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4 plants 4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25 protect 4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6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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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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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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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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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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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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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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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ut 3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

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36 down 3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37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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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lived 3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39 lumber 3 ['lʌmbə] vi.伐木；喧闹地向前走；笨重地行动，缓慢地移动 vt.砍伐木材；乱堆 n.木材；废物，无用的杂物；隆隆声

40 luna 3 ['lju:nə] n.月亮；月神

41 natur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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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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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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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wor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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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6 activist 2 ['æktivist] n.积极分子；激进主义分子

47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48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49 br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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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utterfly 2 ['bʌtəflai] n.蝴蝶；蝶泳；举止轻浮的人；追求享乐的人

51 call 2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52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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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ompliment 2 ['kɔmplimənt] n.恭维；称赞；问候；致意；道贺 vt.恭维；称赞

54 conservation 2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55 county 2 ['kaunti] n.郡，县

56 December 2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57 described 2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8 describes 2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59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60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61 end 2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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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xplains 2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64 extre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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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goal 2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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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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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Humboldt 2 ['hʌmbəult] n.洪保德（姓氏，德国地理学家，政治家）

69 julia 2 ['dʒu:ljə] n.朱莉娅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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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matteo 2 n. 马泰奥

72 meters 2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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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75 pacific 2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76 person 2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77 protecting 2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

78 protection 2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79 provide 2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80 redwood 2 ['redwud] n.红木树，[林]红杉；红树木材 n.(Redwood)人名；(英)雷德伍德

81 resources 2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82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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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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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86 stories 2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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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term 2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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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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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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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93 website 2 ['websaɪt] n. 网站

94 wood 2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95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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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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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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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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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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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05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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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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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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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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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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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114 boards 1 ['bɔː dz] n. 护板；舞台 名词board的复数形式.

115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116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17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118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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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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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ompliments 1 ['kɒmplɪmənts] n. 贺词；问候 名词compliment的复数形式.

122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23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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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26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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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dioxide 1 [dai'ɔksaid] n.二氧化物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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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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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32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33 environmentalist 1 [in,vaiərən'mentəlist] n.环保人士；环境论者；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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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36 extremes 1 [ɪkst'riː mz] n. 极端事物 名词extreme的复数形式.

137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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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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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141 gases 1 ['ɡæsɪz] n. 气体

142 genus 1 ['dʒi:nəs] n.类，种；[生物]属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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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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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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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greenhouse 1 ['gri:nhaus] n.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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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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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50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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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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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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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insult 1 [in'sʌlt] vt.侮辱；辱骂；损害 n.侮辱；凌辱；无礼

156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57 ken 1 n.视野范围，见地，知识范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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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logging 1 ['lɔgiŋ, 'lɔ:g-] n.记录；伐木工作 v.把…锯成段木；砍伐树木（log的ing形式）

160 logs 1 [[lɒgz] n. 原木；日志 名词log的复数形式.



161 Lorraine 1 [ləu'rein] n.洛林（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地区）；罗琳（人名）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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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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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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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7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168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169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170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71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72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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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75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76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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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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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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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verly 1 ['əuvəli] adv.过度地；极度地 n.(Overly)人名；(英)奥弗利

181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82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183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84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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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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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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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190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191 remark 1 [ri'mɑ:k] n.注意；言辞 vt.评论；觉察 vi.谈论

192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193 restore 1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
194 restoring 1 [rɪs'tɔː rɪŋ] n. 恢复；复原 动词rest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5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196 sanctuary 1 ['sæŋktju'ri, -tʃuə-] n.避难所；至圣所；耶路撒冷的神殿

197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198 sawed 1 [sɔd] vbl.锯 的过去式 格言

199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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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

201 shade 1 [ʃeid] n.树荫；阴影；阴凉处；遮阳物；（照片等的）明暗度；少量、些微；细微的差别 vt.使阴暗；使渐变；为…遮
阳；使阴郁；掩盖 vi.（颜色、色彩等）渐变 n.(Shade)人名；(英、德)谢德

202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20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04 sings 1 [sɪŋ] v. 唱；鸣叫；歌颂；称赞；<俚>告密 n. 合唱会 abbr. 单数的（=singular）

205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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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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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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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tood 1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1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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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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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up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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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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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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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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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21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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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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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2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26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27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228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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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wanting 1 ['wɔntiŋ, 'wɔ:n-] adj.欠缺的；不足的；不够格的 prep.无；缺 v.需要（want的现在分词）；欠缺

231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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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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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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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236 wooden 1 ['wudən] adj.木制的；僵硬的，呆板的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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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39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