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13 [Health and Lifestyle] Kindness May Keep You Healthy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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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hat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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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ndness 19 ['kaindnis] n.仁慈；好意；友好的行为 n.(Kindness)人名；(英)坎德尼斯

6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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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or 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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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r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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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people 1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 kind 12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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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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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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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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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7 Acts 8 [ækts] abbr.声控遥测系统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；声控制与遥测系统
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

18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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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0 do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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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other 7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2 our 7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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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research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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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5 us 6 pron.我们

26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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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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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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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bonobo 5 ['bɔnəbəu] n.[脊椎]倭黑猩猩

30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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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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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3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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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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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strangers 5 [st'reɪndʒəz] n. 陌生人；外地人；新手（stranger的复数形式）

36 studies 5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7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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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iversity 5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9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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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41 bette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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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urry 4 vt.用咖喱烧，给…加咖喱粉；梳刷；鞭打 n.咖哩粉，咖喱；咖哩饭菜

43 found 4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44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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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hel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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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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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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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others 4 pron.其他人

49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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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0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1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52 adds 3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53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4 asked 3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55 bumper 3 adj.丰盛的，丰富的 n.缓冲器，保险杆，减震物 vt.装满；为…祝酒 vi.干杯

56 etc 3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57 feel 3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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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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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61 hare 3 [hεə] n.野兔 n.(Hare)人名；(印)哈雷；(英)黑尔；(法)阿尔

62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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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helpful 3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64 humans 3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65 McCullough 3 n. 麦卡洛

66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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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reason 3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68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69 rule 3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70 shows 3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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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species 3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73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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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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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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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76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77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78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79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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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aim 2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81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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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ambition 2 [æm'biʃən] n.野心，雄心；抱负，志向 vt.追求；有…野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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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85 anthropologist 2 [,ænθrə'pɔlədʒist] n.人类学家；人类学者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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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7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88 benefit 2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89 bodies 2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90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91 chimp 2 [tʃimp] n.（非洲的）黑猩猩

92 c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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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desire 2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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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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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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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98 explained 2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99 fee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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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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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grief 2 [gri:f] n.悲痛；忧伤；不幸

102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03 hurt 2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104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05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06 individuals 2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07 ingredient 2 [in'gri:diənt] n.原料；要素；组成部分 adj.构成组成部分的

108 lust 2 [lʌst] n.性欲；强烈的欲望 vi.贪求，渴望 n.(Lust)人名；(捷、匈、瑞典)卢斯特

109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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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11 male 2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112 matteo 2 n. 马泰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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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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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obey 2 [əu'bei] vt.服从，听从；按照……行动 vi.服从，顺从；听话 n.(Obey)人名；(英、法)奥贝

116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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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Oxford 2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118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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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pays 2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120 perform 2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121 performed 2 英 [pə'fɔːm] 美 [pər'fɔː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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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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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psychologist 2 [psai'kɔlədʒist] n.心理学家，心理学者

125 random 2 ['rændəm] adj.[数]随机的；任意的；胡乱的 n.随意 adv.胡乱地

126 rely 2 [ri'lai] vi.依靠；信赖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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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result 2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129 revenge 2 [ri'vendʒ] n.报复；复仇 vt.报复；替…报仇；洗雪 vi.报仇；雪耻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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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32 seeking 2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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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35 sticker 2 ['stikə] n.尖刀；难题；张贴物；坚持不懈的人 vt.给…贴上标签价 adj.汽车价目标签的；汽车标签价的 n.(Sticker)人名；
(德)施蒂克

136 studied 2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137 successful 2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138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39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40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41 urge 2 [ə:dʒ] vt.力劝，催促；驱策，推进 n.强烈的欲望，迫切要求；推动力 vi.强烈要求

142 values 2 ['væljʊz] n. 价值观念；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.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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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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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146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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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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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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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achieve 1 vt.取得；获得；实现；成功 vi.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现预期的结果，如愿以偿

151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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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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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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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56 anat 1 ['ænæt] (=anatomical) 解剖学的,(=anatomy) 解剖

157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


安格尔

158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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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antiviral 1 [ˌænti'vaɪrəl] adj. 抗病原体的

160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61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162 bacteria 1 [bæk'tiəriə] n.[微]细菌

163 bardi 1 巴尔迪

164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16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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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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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170 borenstein 1 n. 博伦斯坦

171 Brian 1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
172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73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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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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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characteristic 1 [,kærəktə'ristik] adj.典型的；特有的；表示特性的 n.特征；特性；特色

177 chimpanzees 1 n. 黑猩猩属

178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179 claim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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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81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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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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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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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creativity 1 [,kriei'tiviti] n.创造力；创造性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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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definite 1 ['definit] adj.一定的；确切的

189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190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91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9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93 diego 1 n.迭戈（男子名）

194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95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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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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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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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

201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202 duke 1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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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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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educate 1 ['edju:keit] vt.教育；培养；训练 vi.教育；训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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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208 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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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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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11 exception 1 [ik'sepʃən] n.例外；异议

212 experiment 1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
213 experiments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214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215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216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217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218 flowers 1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
21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20 friendliest 1 ['frendli] adj. 友好的；友善的 adv. 友好地

221 friendliness 1 ['frendlinis] n.友谊；亲切；亲密

222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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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genes 1 n. 基因（gene的复数形式）；格涅斯（人名）

225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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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7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228 happier 1 ['hæpɪə] adj. 更快乐的；更幸福的

229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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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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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3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234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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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237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238 inflammation 1 [,inflə'meiʃən] n.[病理]炎症；[医]发炎；燃烧；发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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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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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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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244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


(英、缅、柬)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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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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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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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lifestyle 1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
249 like 1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250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251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252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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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mating 1 ['meitiŋ] n.（动物等的）交配，交尾；配套；（植物等的）杂交 v.交配；使配对；使紧密配合（mate的现在分词）

255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256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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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259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260 multiple 1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
261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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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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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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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obedience 1 [ə'biː diəns] n.顺从；服从；遵守 n.(Obedience)人名；(英)奥贝丁丝

266 obeying 1 [ə'beɪ] v. 服从；遵守；顺从；听从

267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68 oliver 1 ['ɔlivə] n.奥利弗（男子名）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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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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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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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74 outsiders 1 [aʊt'saɪdəz] 局外人

275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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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278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79 physic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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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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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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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284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285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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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88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89 printed 1 adj.印刷的；印花样的；已印好的 v.[印刷]印刷；出版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；铭记

290 prize 1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291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292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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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psychology 1 [psai'kɔlədʒi] n.心理学；心理状态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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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reads 1 [riː d] v. 识字；阅读；朗读；理解；读到；猜测；读唇语；写着；读起来（给人以某种印象）；显示；看读数；听到；
将...改为；攻读；（计算机）读盘 n. 阅读；好读物 adj. 博学的；熟知的

297 realize 1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298 reasoning 1 ['ri:zəniŋ] n.推理；论证；评理 adj.推理的 v.推论；说服（reason的ing形式）

299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300 religion 1 [ri'lidʒən] n.宗教；宗教信仰

301 repeatedly 1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302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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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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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reward 1 [ri'wɔ:d] n.[劳经]报酬；报答；酬谢 vt.[劳经]奖励；奖赏

305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306 riverside 1 ['rivəsaid] n.河边；河畔 adj.河畔的

307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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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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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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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clerosis 1 [skliə'rəusis] n.[病理]硬化，[医]硬化症；细胞壁硬化

313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314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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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317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318 separates 1 ['sepərət] adj. 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单独的；各自的 v. 分开；隔开；区分；分居；脱离 n. 分开；抽印本

319 Seth 1 [seθ] n.赛斯（男子名）

320 sexual 1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
321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322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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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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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26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327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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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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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Sonja 1 n. 索尼娅

330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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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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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strip 1 [strip] vt.剥夺；剥去；脱去衣服 n.带；条状；脱衣舞 vi.脱去衣服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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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stuck 1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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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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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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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
342 surviving 1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
343 swelling 1 ['sweliŋ] n.肿胀；膨胀；增大；涨水 adj.膨胀的；肿大的；突起的 v.肿胀；膨胀；增多；趾高气扬（swell的ing形式）

344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345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346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347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34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49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50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351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352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353 truck 1 [trʌk] n.卡车；交易；手推车 vi.驾驶卡车；以物易物 vt.交易；以卡车运输 adj.（美）运货汽车的 n.(Truck)人名；(德)特
鲁克

354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355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356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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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universal 1 [,ju:ni'və:səl] adj.普遍的；通用的；宇宙的；全世界的；全体的 n.一般概念；普通性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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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361 vehicles 1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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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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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65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6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67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368 willingness 1 ['wiliŋnis] n.乐意；心甘情愿；自动自发

369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0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
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37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72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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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